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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方： 支持：

致谢
联合国减灾署（UNISDR）向众多为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做出贡献的组织机构与个人，

特别是向为本次会议成功组办做出贡献的主持人和专题讨论参与者表示感谢。同时也向协助成功组

办本次会议的所有志愿者表示感谢。

我们对经常捐助联合国减灾署的各捐助方表示感谢，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中华人民共

和国、丹麦、欧盟、芬兰、法国、匈牙利、德国、爱尔兰、日本、哈萨克斯坦、大韩民国、卢森

堡、墨西哥、荷兰、挪威、菲律宾、瑞典、瑞士、美国以及世界银行。

联合国减灾署特别感谢为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提供特别捐赠的捐助方，包括金牌捐助

方（捐赠超过 500,000 美元）瑞士；银牌捐助方（捐赠介于 100,000 美元到 500,000 美元之间）德

国、日本、瑞典、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欧盟委员会；以及铜牌捐助方（捐赠低于 100,000 美元）法

国。我们同时也感谢私营部门对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的赞助，包括银牌赞助商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

公司（ESRI）、UPS 基金会，以及支持赞助商杜邦可持续运营部门、AECOM 和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

社（Kokusai Kogyo holdings Co Ltd）。

特别感谢瑞士联邦主办并主持此次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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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减灾署由联合国大会授权，作为联合国系统的

重点机构为协调减灾工作服务，并确保联合国系统和

区域性组织的减灾活动与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领域的

活动之间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

由联合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领导并作为联合国

秘书处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减灾署的成立旨在确保以

下战略和计划的实施和跟进：199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的国际减灾战略（ISDR）、1994 年在日本举办的世界

减轻自然灾害大会通过的横滨战略和行动计划，以及 
1989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国

际行动框架》。

自 2005 年 1 月在日本举办的世界减灾大会通过《2005-
2015年兵库行动框架（HFA）：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

灾能力》以后，联合国减灾署一直肩负着促进、宣传

和监督该行动框架落实情况的任务。

2011 年，联合国大会要求联合国减灾署加快制定 2015 
年后减灾风险框架，并担任将于 2015 年 3 月在日本仙

台举办的世界减灾大会秘书处，届时将通过新的框架

协议。

此外，联合国减灾署还领导两年一次的全球减灾平台

会议的组办工作，并协助主办各区域性减灾平台和论

坛。联合国减灾署同时还通过“全球减灾评估报告”

和管理 HFA 监测工具，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大

会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做出的有关国际减灾战略实施的

报告来领导开展周期性风险回顾和评估工作。

联合国减灾署还参与各种全球宣传和普及活动，提升

人们的减灾意识、加强抗灾能力建设。“增强城市抗

灾力 - 我的城市有备无患”（Making Cities Resilient – 
My City is Getting Ready）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联合国减灾署总部位于日内瓦（瑞士），此外还设有五

家地区办事处，分别是：位于布鲁塞尔（比利时）的

驻欧洲办事处、位于巴拿马城（巴拿马）的驻美洲办

事处、位于开罗（埃及）的驻阿拉伯国家办事处、位

于曼谷（泰国）的驻亚太办事处，以及位于内罗毕（

肯尼亚）的驻非洲东部、西部和南部办事处。UNISDR 
还在仁川（大韩民国）设有办事处（为全球减少灾

害风险教育与培训研究所提供支持），同时在纽约 
（美国）设有联络处，在神户（日本）、苏瓦（斐

济）、波恩（德国）、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和里

约热内卢（巴西）设有据点。

联合国减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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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致辞

欢迎各位。感谢各位为此次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会

议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我正尝试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

培养抗灾文化。我们从惨痛的经验中得到的教训是，

等灾难降临后再采取行动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而且在

道德上也是不可接受的。

这就比方说：若房屋已然烧毁，再派消防车已经于事

无补；但如果能加固房屋，时常检查并保持高消防标

准，则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消防车。

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是一个合作伙伴齐

聚一堂的全球性论坛。如此多元化的各界与会者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非政

府组织、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国际组

织、议会议员、科学家和学者。

此次会议体现了减灾工作所具有的跨领域性质。在

座的每一位对抗灾力建设和打造更安全社区都至关

重要。

这是我们的集体责任，需要共同承担。我在今年早些

时候对日本的访问中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时，距离那

场毁灭性的大地震、海啸及福岛核事故“三重”灾难

已经两年了。

但是，当我抵达的时候，那里仍留有灾难过后的痕

迹，尽管当地人民正在进行重建工作。我到访了石卷

市的一所小学。这里的教学楼破损了，但孩子们向我

们展示出了强大的力量和对未来的希望，尽管他们曾

遭受失去父母、邻居或伙伴的打击和伤痛。 

石卷市的居民采用他们世代相传的做法来应对灾

难——当海啸来临时，爬到山上去。为此，我爬上了

同一座山，尝试感受两年前的情景。在意识到海浪几

乎高达 20 米时，我确确实实感到了恐惧。

 
我离开日本时当地人民对重建工作的努力与辛苦工作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次访问也是一次凸

显减灾急迫性的经历。日本一直引领着全球减灾模

式——但即便在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多重灾害的致命

组合依然是无法阻挡和毁灭性的。

在全球平台会议期间，我们获悉俄克拉荷马州遭到龙

卷风袭击的消息。其中，儿童受到了尤其严重的影

响，一所学校有大约二十多名儿童死亡。对于俄克拉

荷马州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我们感同身受，并希望，

受灾的人们能很快获得急需的帮助。

8

扬·埃利亚松（Jan Eliasson），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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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灾害对这一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影响就是良好的

证明。想象一下，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遍地草屋寒舍、

水资源和卫生服务匮乏的贫困地区，情况将多么危险。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因气候变化、

灾害风险的易发性和高脆弱性带来的更大负担。在一些

偏远的岛屿上，海水正不断侵入淡水资源，严重威胁这

些岛屿的存在。

对于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这些风险更高——但采取的

策略是相同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们的减灾方式都

是识别各种风险因素，并寻找应对措施。在此工作中，

我们需要动员私营部门。私营部门资源的利用和投入方

式可发挥生死攸关的作用。

我断言企业对减灾工作有着强烈的兴趣。我在上月去

曼谷的一次旅行中就看到了这一点。2011 年大洪水对当 

地工业区造成了严重破坏。这只是灾害影响供应链和市

场的一个例子。高瞻远瞩的商界领袖知道，发现并减轻

风险是有回报的。

在曼谷，我还看到洪水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古都大城府（Ayutthaya）的毁灭性影响。令我欣慰的

是，在联合国和亚洲发展银行的支持下，泰国政府正在

为这一历史名城制定洪水风险减灾计划。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表示，减灾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至关重要。如果水资源和公共厕所很容易受自然灾害的

侵袭，那么人们就可能无法持续获取安全的饮用水和基

本卫生设施。医院与其他社区建筑物必须具备抗灾能

力。我们无法接受这么多人因建筑标准低下或被忽视而

在灾难中丧生。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目睹了多次此

类不幸灾难。

《兵库行动框架》已成为国际合作的一份宝贵指南。现

在，我们必须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应对存在的差距与挑

战。此次在日内瓦的聚会就是一个良机，使我们可以

在世界减灾大会前夕交换看法、凝聚共识并营造政治势

头。世界减灾大会有望通过一份关于未来的可行愿景，

指导我们在未来数十年的工作。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目前我们还在打造一项新的可

持续发展全球措施。减灾应是该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很骄傲地告诉大家，联合国正在通过一项联合行动计

划，加快对各国在减灾和抗灾力建设方面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对《兵库行动框架》中期回顾的响应。

我们以尽最大努力减轻社区、国家和全世界的灾害风险

为己任。我期待听到并采纳各位对这些共同努力的想法

与倡议。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1010

开幕致辞

热烈欢迎各位来到日内瓦参加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

台第四次会议。

应邀担任此次会议的主席国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一

种荣幸，我们可借此机会展示我们对推动减灾工作的

支持和热忱。我想要感谢联合国减灾署，特别是玛格

丽塔·华斯卓姆（Margareta Wahlström），对瑞士政府

的信任。

我相信，通过召开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联合国减灾

署已经为磋商 2015 年后抗灾力议程构建了一个良好

的讨论平台。

在此，请允许我强调联合国减灾署以及在座每一位

的重要作用，因为你们带来了大量宝贵的知识和专

业技能。

你们是推动抗灾能力发展蓝图前进的动力。将减灾推

到国际议程的前沿和中心，并获得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讨论中涵盖这些问题所需的必要势头，这是一项值

得称赞的成就。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强调社区在构建国家抗灾力方面所

发挥的中心作用、私营部门参与社会抗灾力建设，以

及地方和国家政府在保障可持续风险管理中的重要

性。现在，我们很荣幸能为国家和社区营造出适当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帮助制定并调整他们自身的

风险管理机制。《兵库行动框架》能为实现这些目标

提供决定性的长期指导。

我祝愿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取得丰硕的

成果，并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支持。

马丁·达辛登（Martin Dahinden）阁下，瑞士发展合作署
（SDC）署长，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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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回顾

2013 年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会议对前三次会议中明

确在减灾方面作出的不断增加的全球性积极投入进行

了肯定。相比之前的会议，此次会议在参与度、活动

数量、讨论质量和见解、实践分享以及新合作伙伴的

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进步。

对于参与者而言，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是全球合作

框架下的一个兼收并蓄的论坛，所有利益相关者可以

在此进行开放的、有创造性的实质性交流。这一模式

日益被视作一种典范，在地区层面上也是如此。

此次大会有 3000 多人参加，其中包括 172 个国家和 
240 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还包括 175 位商界代表、来

自 26 个国家的 30 名议员，以及地方政府代表、科学

家和专业学者；与会者的多样性证明了：只有从地方

到全球、从公共部门到私营部门、代表所有民间团体

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同意采取共同行动、同意做出共同

承诺才能实现减灾的目标。

高端对话包括 47 名与会者，其中包括部长（34 名）、来自

私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强调减灾工作政治关联性的专 
家们。

2013 年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提出了一份未来 30 年的

共同愿景和承诺——一份针对发展可持续性的跨代约

定。此次全球平台会议产生了许多对 2015 年后减灾框

架（通常称为“HFA2”）和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的准

备工作的重要实质性建议——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将

于 2015 年在宫城县仙台市举行，届时将通过 HFA2。

在全球平台会议的四天时间里，举办了 200 多场活 
动和会议，这份议程并非在此期间进行的所有实

质性、创新性、决定性交流活动的全部内容，但

可以作为一份全面的综述，应结合网址 http://www.
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上提供的记录

和文件予以考量。我建议各位在世界大会所需的准备

工作中充分利用这些内容。

最后，我想要感谢所有与会者，感谢你们作出的贡

献，感谢瑞士，感谢马丁·达辛登（Martin Dahinden）
阁下主持召开此次全球平台会议，感谢所有捐赠方提

供的不可或缺的支持。

玛格丽塔·华斯卓姆 （Margareta Wahlström），联合国秘
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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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总结 
两年一次的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 
至 23 日在日内瓦举行。此次会议由瑞士主持，汇聚

了超过 3500 名与会者，他们来自 172 个国家，代表国

家和地方政府、政府间组织、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

非政府组织、市长和议员、当地社区代表、原住民、

青少年、残疾人，以及商界、学术界和科学界的领

袖。本次会议是在以下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包括在

非洲、美洲、亚太、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召开的减轻灾

害风险地区平台会议，以及由民间团体、国家和地方

政府以及红十字和红新月国家联合会召集的许多咨询

会和预备会。

全球平台新增了一项高端对话环节，该环节由联合国

常务副秘书长任会议主席，芬兰前总统塔里娅·哈洛

宁（Tarja Halonen）阁下为主持人，与会人士包括 34 
名部长、资深首席执行官以及来自国际组织和科学界

的代表。

此次会议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多元化的会议，这

是减灾普及工作已取得成效的标志。新增的文化遗产

专家、标准制定机构和审查人员代表也参与了此次全

球平台会议，并贡献了他们的见解与知识。与会者准

备充分，为 2015 年后减灾框架给出了的具体提案，

并借此机会进行了集中交流和学习。

“高端对话公报”列出了虽然大胆但可以实现的目

标。此次平台会议恰逢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国际准备工

作的重要阶段，对在 2015 年后发展中公开明确灾害

风险的呼声清晰而强烈。在我们努力实现之前会

议设定的财务目标和其他目标的同时，2015 年前 
《兵库行动框架》（HFA）的协调行动必须继续下

去。170 多项活动中进行的热烈讨论可以归纳为以下

几点：

锁定风险的根源：迄今为止，据各国和各组织报告， 
《兵库行动框架》优先事项 4：“减少潜在风险因 
素”的进展最小。在整个会议期间，与会者提出

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应对风险的驱动因素，包括贫

困、饥饿、疾病、冲突、暴力、卫生服务、教育、基

础设施不足、水质和卫生条件差、住房、失业、土地

退化、背井离乡、被迫迁移和歧视。建议采取的行动

包括：全面报告灾害造成的医疗负担、社区发展带来

的后果以及《国际卫生条例》的系统化应用；发展教

育服务及系统，致力于实现或推广安全、不间断教育

以及《减轻灾害风险儿童宪章》中明确的其他措施；

利用已确立的环境保护机制（例如环境影响和战略性

环境评估、受保护地区管理系统以及综合性水资源和

滨海地区管理系统）来应对环境退化问题、改善民生

和应对灾害风险；以及充分利用面向脆弱家庭的现有

社会保障机制。

把相辅相成的议程联系起来：灾害风险的累积和

减轻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以及人

类流动性等领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与

这些领域相关的政策设定无论在地方、国家或国际

层面都要相辅相成，这一点十分重要。其重点是

采用综合性跨部门减灾方法，并加强教育、农业

与卫生等关键部门的减灾工作。只有所有的发展方

案都对灾害风险进行了明确阐述，发展和抗灾能

力才具有持续性。恢复与重建成本逐步上涨，这

要求我们必须采取风险减轻措施。此外，政府还

应进行强有力的领导，确保加强人们对减灾工作

的认识，并将减灾系统化地纳入国际可持续发展 
议程。

评估风险：《2013 年减轻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指

出近  40  年全球经济的转型已导致灾害风险的不断 
累积。每年的经济损失已达到数百亿美元，到 2030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翻番。涉及众多风险的日常

当地事件和长期压力已经成为很多社区的长期负

担。例如，在受沙漠化影响的干旱和干旱易发地

区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生计和人

民的健康就直接面临着风险。同时我们还需要更全

面地理解城市面临的风险。技术系统的故障风险

也能造成严重的后果，而这些方面常常被忽视。

由于风险具有变化和多维度的特点，因此为了进

行有效的风险评估、实现科学决策并发现发展机

遇，应采用全盘考虑的可比较的风险评估方法。

地方层面的领导：灾害在当地发生，因此要在当地寻

找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为地方行动

建立行动框架并创建有利环境的责任因此而减轻。然

而，市政当局和地方部门在领导和为当地合作关系创

建机会方面，以及在作出能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潜

力的风险指引型决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大会呼吁

采用健康的城市发展和空间规划，包括关注非正式定

居点、移民、安全住房、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其重

点在于确保所有学校和医院都按照抗灾标准建设，确

保学校和医院的所有必要备灾措施到位，确保残疾人

的需求得到关注。

社区参与取得成效：具有文化敏感性并以包容、参与

和赋权原则为基础的方法已被确认为一种能在抗灾能

力建设中保证产生持续影响的方法。在社会抗灾力的

建设中，女性也是一大动力。原住民、难民、青少年

群体、老人、残疾人以及大量的志愿社团都展现了他

们采取行动减轻风险灾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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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当地文化遗产有助于社区抗灾力的建设。大会

强调了打造政府、当选官员、民间团体和社区组织

之间合作关系的一系列模式，并提出了一些将这

些模式正式纳入国家和地方法律及政策的前瞻性方

案。必须将社区系统地、有意义地纳入规划、决策

和政策执行过程。清楚认识私营部门的行动者和合

作伙伴的地位：让私人投资流向建设更强抗灾力的

方向，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商业意义。私营部门认识

到它们在预防和减轻灾害风险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因为企业不仅会遭受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且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时常会促长灾害风险。

毫无疑问，企业和投资的抗灾能力与社会的抗灾能

力、生态系统以及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息息相关。私

营部门正根据《兵库行动框架》逐步地调整其风险

减轻工作，正在开发能够提升抗灾力并培养公私合

作新机遇的实践方法，将其作为全面提升风险治理

的一部分。

加强综合风险治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社区和地

方政府赋权以识别和管理日常风险、参与减灾战

略、计划和预算的制定，可以为抗灾力建设提供良

好的基础。这一基础再加上更强大的国家机构以及

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全面协调机制，一起构成风险

治理的关键要素。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预防和

减轻灾害风险是一项法律义务，包括评估风险、

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和获得风险信息的权利。在此方

面，逐步制定和编撰与“保护受灾群众”相关的

国际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广受欢迎。在通过立

法、监督并在自身所代表的社区中进行资源分配来

加强综合风险治理方面，议员发挥着战略性作用。

抗灾计划的制定和融资已经被确认为一种推动“全

社会”发展的方法。大会建议采用相关投资政策、

更好地追踪跨部门减灾融资和资金流，并在全球援

助报告中采用特殊标记，同时还指出了最高审核机

构在提供有关公共开支合法性、效率和效果方面的

公正信息所发挥的作用。建筑条例等管理和技术标

准应定期更新并强制执行。同时有必要就利益相关

方的责任和参与机会施行问责制和有效的规则。从

根本上来说，风险治理只能深植于强烈的个人责任

感和对行为转变的努力之中。在国际层面上，跨境

风险治理和合作曾被反复提及，被认为是重要的合

作领域，包括通过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国际议员网

络进行的合作。

加强科学技术支持：各组织越来越多地寻求利用

科学分析和经过实践检验的本地知识，来寻找循

证的系统性方法，进行风险指引型决策。各方都

需要获取易于理解的实用性风险信息和科学技术

方法。同样，民众需要对这些信息更敏感，并获得

如何使用这些方法的帮助，包括使用信息和通讯

技术，以及空间技术为民众提供支持。在开展减

灾活动上，在数据、工具、方法和指导方面的需求

目前尚未得到满足，同时，接受过相关教育培训的

专业人士也处于短缺状态。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

领域，在此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能力不足，我们

必须尽快应对这一不足，以免阻碍发展进程。我们

急需将灾害风险纳入各种学科，应优先将灾害风

险管理纳入所有层次的教育课程，包括高等教育课

程。相关的迫切需求包括广泛开发和启用数据库（

包括以性别和年龄个体资料为基础的国家和地方

遭受破坏和损失的统计资料）、风险评估方法、为

不同部门定制的风险管理和社区早期预警系统。与

会者还呼吁，通过制定协作性方式方法来采取行

动，拉近科学界和负责实施减灾工作的组织之间

的距离。在确保相关部门开展气候服务工作以及

气候服务的可用性方面（从而为决策提供支持）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等倡议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往开来

《兵库行动框架》（HFA）后续安排的制定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家一致同意，新框架（非正

式名称 HFA2）应以《兵库行动框架》为基础，并

引入必要的创新来应对未来 20 至 30 年内不断增 
加的风险所带来的挑战。与会者呼吁 HFA2 关注执 
行问题，该框架应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实用性、

动态的并且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从而推动综合风

险治理，而且该框架必须以一系列以解决最贫困人

群和最弱势人群需求为目的的明确原则和承诺为基

础。HFA2 预计将重视通过“明确责任”、“加强协

调”、“开展可行的地方行动”、“采用适当的金

融工具”以及“明确确立科学的核心作用”来治理

减灾工作。还应特别关注对风险驱动因素的应对以

及对自发组织的社区团体的作用和贡献的认可。

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呼吁在联合国减灾署的领导下

立即开展工作，制定可监测风险减轻和 HFA2 执行情

况的目标和指标。应坚持进行定期报告，作为监测执

行情况的一部分。推荐开展自愿同行互审，这是帮助

发展进步的一种手段。

HFA2 的磋商工作将通过各种机制继续进行，包括 
减灾区域性平台、国家级对话和政府间会议（例

如，2014 年第三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



详情请访问网址：www.preventionweb.net/go/gpdrr1314

这些都有助于通报有关 2015 年世界减灾大会的准备

情况和相关的决定。包括社区、民间团体和私营部

门在内的国家和地方赞助者的积极参与将成为是否

能取得巨大共同成果的先决条件。

世界减灾大会将以 HFA 实施中汲取的经验为基础，决

议通过 HFA2，并结合区域性减灾战略和其他相关国际

议程，考虑采取何种手段、以何种形式来确保 HFA2 
的实施。兼收并蓄地为世界减灾大会做准备并确保各

方参加世界减灾大会是保证世界减灾大会的成果为所

有利益相关者所有的关键。同时还提出建议设立一个

青少年论坛和一个国家平台论坛。

此次会议上，日本政府宣布 2015 年 3 月在日本仙台

举办世界减灾大会。我们将在 1989 年国际减灾十

年、1994 年横滨战略和行动计划、1999 年国际减灾战

略，以及《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的基础上共

建世界减灾大会的辉煌成果。

最后，联合国将继续支持并鼓励政府和民间团体在减

灾工作中发挥作用，包括通过《联合国减灾抗灾行动

计划》（United Nations Plan of Action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for Resilience）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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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开幕
仪式 / 照片：联合国减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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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 星期二 时间 会议室

 
减轻洪水灾害的适应办法：以荷兰和越南为例

 
13:00 - 13:55

 
CCV A     

抗灾工作的商业连续性 13:00 - 13:55 14

我们之间的紧密纽带 – 民间团体对社区抗灾力
的观点

13:00 - 14:30 4

追踪灾害风险管理的国际融资  13:00 - 13:55 18

用于管理灾害风险的气候服务对可持续发展的
益处

13:00 - 13:55 CCV C

各施所长：研究机构、军方和民间应如何有效开
展合作，为 HFA2 贡献自己的力量？ 

 14:00 - 14:55 7+8

在全球分享更安全学校倡议的经验 14:00 - 14:55 14

来自前线的观点（Vfl）：民间团体关于 2015 年
后减灾框架的观点

14:00 - 14:55 3

打造更安全、更具抗灾力的城市和居住地 14:00 - 14:55 CCV C

减灾经济学：通过减灾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 14:00 - 14:55 18

5 月 22 日 星期三 时间 会议室

 
减灾：从政府到治理

 
13:00 - 13:55

 
5

将残疾人纳入进来：加大残疾人对《2015 年后减
灾框架》的参与力度

13:00 - 13:55 7+8

将原住民纳入减灾工作 13:00 - 13:55 14

减灾：气候变化下的社区抗灾能力建设 13:00 - 13:55 6

随时可用的数据：为所需地区提供必要的风险
信息

14:00 - 14:55  CCV A

生态系统、抗灾能力和减灾：证据 14:00 - 14:55 CCV C

保险业：灾害风险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14:00 - 14:55 13

欧盟灾害管理：政策制定新工具 14:00 - 14:55 18

把握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在促进全面风险
和灾害管理中的作用

14:00 - 14:55  7+8

附属活动 

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 
瑞士日内瓦，2013 年 5 月 19 - 23 日会议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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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20 日
5 月 21 日 星期二 5 月 22 日 星期三 5 月 23 日 星期四

5 月 24 日  

星期五

5 
月

 19
 日

 星
期
日
：
准
备
与
磋
商
日

5 
月

 2
0 
日

 星
期
一
：
准
备
与
磋
商
日

官
方
声
明
—

1 号
会
议
室

全体会议社区抗灾力— 
国家抗灾力的基础 

9:00 - 11:00 - 2 号会议室

官
方
声
明
—

1 号
会
议
室

全体会议政府与减灾：持续参与 
9:00 - 11:00 - 2 号会议室

 实
地
考
察

 -
 瑞

士
的
减
灾
活
动

08
:0

0 
- 

18
:0

0

开幕仪式 9:30 - 10:30 - 1 号会议室

全体会议私营部门构建 
社会抗灾力的成功秘诀  

10:30 - 12:30 
1 号会议室

高端对话
（凭邀请函入场） 

10:40 - 12:30 
5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气候变化下的 
抗旱能力 

11:15 - 12:45
2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HFA2 – 女性发挥着

重要作用 
11:15 - 12:45
3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遗产与抗灾能力 

11:15 - 12:45
4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灾后重建与 
抗灾力建设 
11:15 - 12:45 
2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将抗灾能力建设纳入
城市规划和投资 

11:15 - 12:45 
3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针对企业和公民的
灾害风险管理标准 

11:15 - 12:45 
4 号会议室

午餐 
13:00 -15:00

附属活动 
13:00:00 - 13:55:00

 
午餐 

13:00 - 15:00 

附属活动 
13:00:00 - 13:55:00 午餐 

13:00 - 15:00

附属活动 
13:00:00 - 13:55

附属活动 
14:00 - 14:55

附属活动 
14:00 - 14:55

附属活动 
14:00 - 14:55

官
方
声
明
—

1 号
会
议
室

专题活动 
优化灾害风险 
管理的筹资 
15:00 - 16:30
4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的减灾合作 

15:00 - 18:00   
3 号会议室

非正式全体会议 
2015 年后 
减灾框架 

15:00 - 18:00  
2 号会议室

官
方
声
明
—

1 号
会
议
室

专题活动 
将科学技术用于
减灾政策和实践 

15:00 - 16:30 
3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我们想要的抗灾力未
来：减灾中的儿童 

15:00 - 16:30 
4 号会议室

非正式全体会议 
2015 年后 
减灾框架 

15:00 - 18:00  
2 号会议室

全体会议总结
2015 年后减灾框架（HFA2） 

全球平台与讨论 
15:00 - 16:30  
1 号会议室

闭幕仪式
16:30 - 17:00  
1 号会议室专题活动 

从共担风险到 
共享价值 ： 

减灾的商业案例 
16:45 - 18:15 - 4 号

会议室

专题活动 
医疗卫生对更安
全社区的抗灾力

至关重要 
16:45 - 18:15
3 号会议室

专题活动 
2013 年全球评估报
告：风险的新现象  

16:45 - 18:15  
4 号会议室

减轻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GAR）与“有形的地球”： 
全球风险经验18:15 - 18:35 餐厅/露台

笹川环境奖颁奖典礼 18:30 - 19:15   2 号会议室

瑞士主办的招待宴会 18:35 - 20:00 餐厅/露台 笹川环境奖招待宴会 19:15 - 20:15 餐厅/露台

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gpdrr13 - Tweet about the GP

facebook.com/unisdr

5 月 23 日 星期四 时间 会议室

让医院更安全：灾害风险管理和社区抗灾力建设中
的重要优先事项

13:00 - 13:55 7+8

实时洪灾预报 13.00 – 13.55 5

公众宣传和教育在社区抗灾力建设中的作用 13.00 – 13.55 6

动物：以创新解决方案构建社区抗灾力 13:00 - 13:55 13

多瑙河区域的联合灾害管理、风险评估和抗灾准备
（SEERISK）

14:00 - 14:55 14

非洲食品安全 14.00 – 14.55 18

特大灾难重建的经验教训 14:00 - 14:55 CCV C 

减轻突发环境事件的灾害风险 14:00 - 14:55 CCV A

 会议室                    楼层

09,15,16,17,18 -1

02,03,04 0

01，餐厅和露台 1

07,08,11,12,13,14 2

05,06,19,20 3

A,B,C,D,E CCV 大楼

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 
瑞士日内瓦，2013 年 5 月 19 -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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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圆桌会议巩固与 2015 年后减灾框架相关的
讨论成果 / 照片：联合国减灾署



19

有关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 

第四次会议的关键数据：

3500 名与会者，其中 1731 人首次参加

172 个国家代表团和 856 个组织

200多场会议，包括 42 场磋商会和预备会

166 份官方声明和 73 份星火讲坛简报

5 天期间 100 名功不可没的志愿者

19000 多次全球平台视频浏览

225 多篇新闻报道和博客

3 月 1 日至 6 月 4 日期间 7000 多篇推文

发放 3200 把 USB 密钥，拯救了 38400 颗树

避免排放 41295 吨温室气体

500 多位笹川宴会宾客享用了 100% 气候友好型素食餐



20

乌力·毛勒（Ueli Maurer）先生阁下（瑞士联邦总统）欢
迎各位代表来到日内瓦。他强调减灾投资对拯救生命、保
护公共和私人财产极其重要。瑞士联邦总统敦促以《兵库
行动框架》的经验教训和需求为基础启动 2015 年后框架
（HFA2）。

扬·埃利亚松先生（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强调了减灾的
紧迫性，同时指出最弱势国家也更易发生灾害。他呼吁加
大努力动员私营部门，并强调了进行抗灾投资的重要性。
他承诺联合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实施《联合国
减灾抗灾行动计划》。

马丁·达辛登（ Martin Dahinden）先生阁下（瑞士发展与
合作署署长兼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主席）
欢迎各位代表来到本次全球平台会议的东道国瑞士。他
强调了社区在国家抗灾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私营部门的
参与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巩固可持续风险管理中的重 
要性。

马尔科·豪西库（Marco Hausiku）先生阁下（纳米比亚副
总理）强调了共同的灾害问题以及对共同解决方案的需
求。他向人们回顾了自 2011 年上一次全球平台会议召开以
来所取得的进展，还强调了加强合作关系和强化全球、区
域和次区域层面协调的重要性。

议程

 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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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萨·埃莱娜·多纳西门托·莫赖斯（Marisa Helena do 
Nascimento Morais）女士阁下（佛得角内政部长）指出
小岛屿国家在面临气候变化时特别脆弱，需要加强减灾措
施。她还强调需要在减灾计划中加入一种顾及性别差异的
方法，使之成为加快《兵库行动框架》实施的一种途径。

格雷西拉·奥图扎尔（Graciela Ortuzar）女士阁下（智利
兰帕市长）强调必须解决社区和当地居民选出的政府存在
的问题，以及社区与政府之间的问题。她建议进一步共同
努力，为当地家庭提供支持。她还呼吁为围绕包括卫生和
教育在内的综合方法采取整体行动，同时还需要增加地方
一级的投资，尤其是为当地工作者提供资料和培训，以便
在灾前而不只是在灾后采取行动。

尼基·凯（Nikki Kaye）女士阁下（新西兰民防部长）分享
了新西兰在经历 2010 年 9 月 4 日和 2011 年 2 月 22 日发生的

基督城地震后汲取的经验教训。她认为，新西兰的应急管

理方法首先是通过减灾备灾来建设抗灾能力，然后是在灾
害发生时应对灾害，并在灾后开展重建工作。此框架以各
种立法和计划为基础，涵盖各个层面的作用和责任。

在线观看仪式：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
gramme/ceremonies/view/545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ceremonies/view/545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ceremonies/view/545


高端对话公报 

未雨绸缪：构建抗灾力

日内瓦5 月 22 日 — 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在瑞士

日内瓦召开的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大会期间举办了

一场高端对话活动，参与者包括政府部长、商业高管

和资深专家，对灾害风险的未来和 2015 年后减灾框架

进行了思考和讨论。

高端对话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全球社区和国家目前

面临的不断增长的风险。参与者强调需要为最脆弱群

体（例如儿童、妇女和残疾人）提供支持，帮助他们

构建应对灾害的能力。

参与者对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和区域性平台的高度

参与给予认可，将其视为2015年后减灾框架磋商中的

主要机制。参与者还强调了女性在保护脆弱群体和社

区抗灾能力建设中的中心地位。

高端对话对《兵库行动框架》通过后各国日益加大的

减灾工作力度给予了认可。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效，例

如降低了特别是因天气相关灾害导致的死亡率，但

是，由于现存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政策和发展实践

之缘故，风险仍在持续增加。

土地使用规划与管理不善、缺乏相关意识、气候相关

灾害的增多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都是推动这一趋势

的主要因素。关键基础设施常常建在脆弱地区，例如

自然排洪不畅的地区。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大量学校和

医院倒塌，这表明迫切需要改造和设计一些安全的新

学校和医院。按照 2015 年后减灾框架磋商会所确立的

观点，儿童的安全必须优先考虑。

参与者强调了减灾投资的“无悔”性。他们也认识到

灾害会导致私营部门经营中断、供应链中断、商品价

格波动和资产损失，从而严重威胁和影响私人投资。

参与者认为推动公私合作是管理未来风险的关键举措。

参与者认识到需要立即应对推动风险的各种因素，这

有助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的福

祉，而且应成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未来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部分。此外，参与

者还强调了科学和循证性决策数据的重要性，同时还

需要建设能正常运转的综合早期预警系统。

高端对话期待 2015 年在日本举办的世界减灾大会。

届时，各国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将齐聚一堂，共同评

估《兵库行动框架》的进展和落实情况，并通过 2015 
年后减灾框架。2015 年后减灾框架的准备工作将成

为一次为构建国家和社区抗灾能力推荐可采取行动的

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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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高端 
对话 / 照片：联合国减灾署

高端对话建议所有利益相关者团结起来采取以下行动：

1. 倡导将减灾和抗灾能力建设作为我们未来实现可持

续发展、2015 年后发展议程以及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

的重要部分。所有这些将得到 2015 年后减灾框架的
支持。

2. 呼吁各国制定评估灾害风险的全国统一标准，尤其

是针对重要基础设施的风险评估标准，包括学校、卫

生中心、水电供应系统、节点 ITC 数据中心，以及公

路和交通系统。

3. 在灾害易发地区，发起全球性“安全学校、安全卫

生机构”活动，并在 2015 年世界减灾大会上宣布自愿

性资金捐助和承诺。

4. 呼吁私营部门将灾害风险考量因素纳入风险管理实
践之中。

5. 鼓励地方和国家级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风

险管理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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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声明

在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期间，有 103 个
国家和 63 个其他代表团发表了官方声明。这些声明

的重点是迄今为止就实施《兵库行动框架》所做出的

承诺、未来两年内要处理的问题，以及针对 HFA2 的
建议。

总的来说，正式的政府声明通报了关于实施《2005-
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的进展情况，例如：将减灾纳

入国家平台、加强立法框架和法律体系，以及推广能

帮助促使地方采取行动的风险责任归属文化。有些政

府还概述了面临的挑战，包括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

设项目方面的挑战。

官方声明欢迎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 HFA2 磋商。HFA2 
中已经确定要进一步推动的领域包括：集合各种减

灾筹资方法、技术转让、南南合作，以及更好的（风

险）指引型投资决策。很多政府还承诺加强不同治理

层面之间的制度连贯性，呼吁发展合作伙伴加强对加

大减灾和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承诺。 

其他各方和代表团的声明倡导应对潜在的脆弱性和风

险。部分代表建议更多地关注加强协调与对话、强化

责任、透明度和监测机制。地方政府应加强自身建

设，为科研机构提供支持，以期制定以事实为基础的

减灾政策。

各国政府和其他代表团的官方声明提出了我们的共同

愿景和承诺 — 让我们社区的未来更安全、更包容、更

具抗灾力。

所有在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期间发布的

声明均可在线观看或阅读：http://www.preventionweb.
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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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
 
为构建抗灾社会贡献力量的私营部门 — 成功的要素

组织方：联合国减灾署 - 私营部门咨询小组以及减灾-
私营部门合作组织（DRR-PSP）成员

主持人：

·  莱丝·杜塞（Lyse Doucet）女士，BBC 主持人和特派

记者

专题讨论参加者：

· 施汉生（Hans Sy）先生，SM 控股集团总裁

·  阿里斯·帕帕多普洛斯（Aris Papadopoulos）先生，

美国泰坦（Titan America）首席执行官

·  奥山惠美子（Emiko Okuyama）阁下，日本仙台市长

·  吴文绣（Sandra Wu Wen-Hsiu）女士，国际兴业株式

会社（Kokusai Kogyo Co. Ltd.）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琳达·杨（Linda Yeung）女士，美国市府副行政官/旧
金山城市与区县办公室主任

·  戴尔·山兹（Dale Sands）先生，艾奕康公司欧洲中东

非洲地区环境部主管

·  罗杰·萨顿（Roger Sutton）先生，坎特伯雷地震重建

管理局（CERA）首席执行官

·  安德鲁·玛斯克里（Andrew Maskrey）先生，联合国

减灾全球评估报告协调员

私营部门已经认识到他们在减灾工作中应发挥重要的

作用，因为公司不仅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它们在

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促使灾害风险增加。专题讨

论参加者们认为让私营部门向能帮助增强抗灾力的方

向投资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

讨论结果表明，促进公私投资流向增强抗灾力建设方

向的创新解决方案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深化，

并与同行及近邻共享。目前已经存在公司与国家和地

方政府之间合作的良好实践方法，可以帮助缩小公共

部门长期利益与私营部门短期投资之间差距，以便使

公私投资流向增强抗灾力建设的方向。这将为社区 
（特别是城市社区）创造更安全的居住环境。

私营部门强调，为了能制定有效的减灾和气候变化适

应策略，在国家和地方一级需要有强大的公共机构和

和良好的治理结构，积极地将企业连同社区一起纳入

对话和合作之中。

因此，企业希望政府能主动地接纳它们，以便利用自

己的专长和知识为减灾做贡献。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确保私营部门完全融入，让公司能在地方一级

实施的减灾和气候变化适应中发挥积极作用。

-  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动将私营部门纳入围绕气候

变化适应、减灾和抗灾能力建设的平台、网络、对

话与合作，让公私投资发挥更大的抗灾作用。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plenary/view/477

或阅读会议报告全文（英文版和法文版）: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13/iha1315.doc.htm

联合国@UN
潘基文：“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超出我们的控制

范围”http://goo.gl/63cAx. @UNISDR Infographic: 
http://ow.ly/l4c9Z  #GAR13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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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抗灾力 – 国家抗灾力的基础

组织方：社区从业者防灾平台、减灾民间团体组织全

球网络

主持人：

·  安德鲁·比德内尔（Andrew Bidnell）先生，英国 
InsideOut 咨询公司

专题讨论参加者：

·  海迪·罗德里格斯（Haydee Rodriguez）女士，尼加拉

瓜 Union de Cooperativas Las Brumas 主席

·  戈达瓦里·丹吉（Godavari Dange）女士，印度 Sakhi 
联合会主席

·  杰奎琳·阿拉亚·蒙特罗（Jacqueline Araya Montero）
女士，哥斯达黎加萨拉皮基波多维耶荷社区应急委

员会协调员兼农村水系统推广员

· 安妮·阿卡旺哥（Anne Akwango）女士，乌干达土著

志愿协会发展网（DENIVA）负责人

·  亚历克斯·巴鲁贾巴（Alex Byarugaba）阁下，乌干达

艾辛吉罗（Isingiro）地区下议院议员

·  玖拉·克洛弗拉弗拉（Jiuta Korovulavula）先生，区域

灾害项目主管

·  尼基·凯女士（Nikki Kaye）阁下，新西兰民防部长

·  玛奇奥·莫拉·莫塔（Marcio Moura Motta）上校，巴西

里约热内卢州民防部副秘书

·  梵勒·希弗兹（Violet Shivutse）女士，肯尼亚希布叶

（Shibuye）社区卫生工作者组织

全体会议强调在当地减灾和抗灾能力建设中，确立社

区参与及其领导地位是 HFA2 的基石。

针对 HFA2 的建议：

专题讨论参加者呼吁在各个层面制定减灾和多部门抗

灾能力建设方案，这些方案应吸收当地团体和组织机

构的专长、本土知识和优良做法。

他们还极力主张制定各项政策和项目鼓励措施，要求

地方、国家和区域机构：

-   利用当地的技术专长和知识为有效的抗灾能力建设

策略提供信息。

-   将当地领导层纳入分散的计划，通过规划和落实减

灾工作建设抗灾能力；并强化吸收和适应能力。

-  为地方建设抗灾能力的行动划拨专项预算。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plenary/view/475

Michelle Neeling@MichelleNeeling
# g p d r r 1 3“我们必须相信社区了解他们的

环 境 ， 并 且 知 道 哪 些 措 施 对 他 们 有 效 。 
妮基·凯女士，新西兰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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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减灾：持续参与

组织方：联合国减灾署

主持人：

·  奥马尔·萨马德先生（Omar Samad），美国阿富汗问

题高级专家

专题讨论参加者：

·  特雷扎·胡维萨（Terezya Huvisa）博士阁下，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环境国务部长

·  李健女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司长

·  A.K.曼哥特拉（A.K. Mangotra）先生，印度内政部秘书

·  塞尔吉奥·西蒙斯（Sergio Simoes）上校，巴西民防

负责人

·  比拉尔·哈马德（Bilal Hamad）阁下，黎巴嫩贝鲁特

市长

·  弗阿特·奥克塔伊（Fuat Oktay）博士，土耳其共和国 
AFAD 总干事

·  里卡多·托罗（Ricardo Toro）先生，智利国家应急办

公室（ONEMI）主任

该专题讨论会明确了各国政府在落实减灾工作中面临

的困难。参与讨论的人士指出，国家减灾计划虽已成

文，但实际极少得到落实。同样，地方需求与国家计

划之间总是存在差距。

参与讨论的人士还提出了许多国家在将气候变化适应

和可持续发展与减轻灾害风险联系起来时遇到的难

题。同时指出，在冲突或政治不稳定时期，难以开展

减灾工作。其他挑战还包括，需要提高减灾意识、赋

权于地方政府，以及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本地参与。

针对 HFA2 的建议：

- 支持地方政府在减灾中发挥主要和核心作用。

-  认为地方政府和社区是未来的关键，它们的优先性

应当是 HFA2 的基础。

-  加强私营部门在与公共部门开展减灾合作方面的

责任。

- 制定切实可行的 HFA2。

- 确保减灾策略可持续。

- 在 HFA2 中加强气候变化与减灾的联系。

在线观看会议：http://www.prevent ionweb.net/
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plenary/view/476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plenary/view/476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plenary/view/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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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全体会议
 
2015 年后减灾框架（HFA2）- 第 1 天

主持人：

·  玛格丽塔·华斯卓姆（Margareta Wahlström），联合

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

·  米歇尔·亚罗（Michel Jarraud）先生，世界气象组织

（WMO）秘书长

非正式全体会议对全体与会者开放，针对减轻灾害风

险和推动 HFA2 议程，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和机遇。与

会者就整合减灾工作、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发表

了看法，并提到国家联合行动计划是如何帮助明确

作用和责任的。大会多次提及气候信息的重要性，

还举例说明可以如何获取并使用气候信息，包括在

社区一级以及在设计具有抗灾能力的多用途基础设

施的过程中如何获取和使用气候信息。大会还关注

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干旱地区和旱灾受灾地区的

特殊需要。

大会从多个角度审视了治理问题，并针对以下问题提

出了建议：强化制度能力；协调机制；以及明确综合

方法的各方责任。大会还呼吁更加明确立法在减灾中

的作用，以及国家和地方情况下适用的立法类型。此

外，还提出了执行和能力建设问题，认为这些因素是

重要的考量因素。大会所释放的信息明确表明，领导

层和政治承诺仍旧至关重要，需要通过公众获取风险

信息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过程来辅助。

大会多次提及科学技术，并举证鼓励进行应用型研

究，鼓励将信息通信技术和太空技术用于减灾。

大会建议激励科学界参与针对抗灾力的政策研究与制

定工作。大会还强调需要在科学、政策和实践者之间

开展对话。

大会列举了如何加强减轻风险的经济和商业案例，

认为推动减灾的实践活动应成为一种投资而非一种

支出。

大会提及了筹资的问题，认为需要鼓励采用综合的减

灾筹资方法（包括消除孤立融资方法的措施），还给

出了有关推动国家和地方减灾筹资策略的建议。

除许多其他议题以外，大会还就如何促进跨国合作、

拉动私营部门参与、加强地方政府和社区领导的减灾

工作、应对城市风险提出了建议。大会强调了青少年

和儿童的重要性，认为 HFA2 是未来几代人使用的工

具。社会包容性是一大共同主题。同时，还提到根据

通用设计原则让残疾人参与减灾策略的重要性。

有关 HFA2 方法的关键信息包括，在关注未来挑战的

同时以 HFA 为作为新框架的基础。HFA2 应关注成果，

采取问责措施，同时落实减灾工作的标准和程序。部

分人士呼吁将明确的准则作为 HFA2 的基础。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informalplenary/view/540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informalplenary/view/540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informalplenary/view/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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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后减灾框架（HFA2）- 第 2 天

主持人：

·  玛格丽塔·华斯卓姆 （Margareta Wahlström），联合

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

·  克里斯塔丽娜·乔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女

士，欧盟国际合作、人道主义援助与危机应对专员

非正式全体会议在第二天探讨了治理议题，并考虑

如何将减灾融入发展之中。大会针对治理问题提供

了多项行动建议。建议使用政府和立法机构之间的

非正式会议来制定联合行动计划，然后提交给各国

首脑考虑。

会议讨论了适当的体制构成，呼吁将国家行动与地

方行动更有效地联系起来。会议多次提出要使基于

目标和指标的问责关系更加明晰。在这一问题上，

公开访问地方灾害和损失数据的重要性被视为是一

项先决条件。

会议重申了一项具有良好经济基础的减灾案例，重点

强调要能发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行动。在此背景下，特

别强调了减灾与卫生和教育的关系。有关将 GDP 限制

作为一项指标的讨论引发了是否可以采取诸如国民幸

福指数等其他社会经济福祉衡量标准的思考。

会议探讨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发展方面的问题。商

界代表（尤其是保险业代表）重申了对达成目标的承

诺与责任。会议提出了一些建议，以解决不可持续性

业务实践及其对风险的促进性，尤其是与环境管理和

土地投机有关的做法。来自私营部门的实例表明，区

域一级的气候信息已经能够有效地用于演示一起减轻

风险的商业案例。

与会者的大量干预工作再次证明了社区一级行动的重要

性，提醒我们若不解决灾后恢复能力最差人群的需求，

很可能无法实现发展目标。其他人则指出必须让富裕的

社区参与到需要采取通用方法的减灾工作中。个人和

家庭的选择也是脆弱性和抗灾能力的决定因素。会议强

调了在 HFA2 中应对日常风险和密集型风险的重要性，

认为这是将减灾工作与当地社区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 
步骤。

针对 HFA2 的建议：

-  HFA2 采用简单的语言，采用简化的报告形式。HFA2 
需要以原则为基础，具有包容性和关联性，同时更

多地关注潜在风险因素。

-  加强议员在区域平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引入专

业组织（如医疗组织）（以提高标准）和教育决策

者（例如在建筑行业和卫生部门）等新的参与者。

-  建立工作组帮助各国实现切实可行的目标。

-  设计制定评估各国减灾工作落实情况的机制，例如

可衡量减灾成果的自愿性周期审查。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informalplenary/view/541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informalplenary/view/541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informalplenary/view/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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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活动
 
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减灾合作

组织方：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UN-OHRLLS）与联

合国减灾署

主持人：

·  莱丝·杜塞（Lyse Doucet）女士，BBC 首席国际记者

专题讨论参加者：

·  扬·埃利亚松（Jan Eliasson）先生，联合国常务副秘

书长

·  大卫·巴西莱（David Basile）先生阁下，海地共和国

内政部长

·  詹姆斯·弗莱彻（James Fletcher）先生阁下，圣卢西

亚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能源、科学技术 部长

·  尼基·凯（Nikki Kaye）女士阁下，新西兰民防部长

· 玛丽萨·埃莱娜·多纳西门托·莫赖斯（Marisa Helena do 
Nascimento Morais）女士阁下，佛得角内政部长

·  默罕默德·纳齐姆（Mohamed Nazim）先生阁下，马

尔代夫共和国国防部长

·  克里斯塔丽娜·乔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女

士，欧盟国际合作、人道援助和危机回应专员

·  拉金德拉·K·帕卓里（Rajendra K. Pachauri）先生，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

·  吉安·钱德拉·阿查里亚（Gyan Chandra Acharya），联

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

中高级代表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  安德鲁·玛斯克里（Andrew Maskrey）先生，联合国

减灾全球评估报告协调员

·  伊露希山姆·亚当（Iruthisham Adam）女士阁下，马

尔代夫共和国大使兼永久代表

·  罗纳德·杰克逊（Ronald Jackson）先生，加勒比灾难

应急管理机构执行理事

·  克里斯托弗·勒格兰德（Christophe Legrand）先生，印

度洋委员会代表

·  加里·菲洛克特特（Gary Philoctete）先生，J/P海地救

济组织地区总监

·  何塞·卢比埃拉（José Rubiera）先生，古巴国家预报

中心主任

· 安妮丝·西蒙森（Annies Simon）夫人，瓦努阿图民间 
  团体代表

小组讨论会确认了加强减灾合作对实现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SIDS）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应纳入 2015 年
后发展议程和 2014 年国际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议成果

的中心内容。

参与讨论的人士探讨了对建立超出传统“捐赠与接

受”关系以外合作方式的需求，以及针对岛屿综合发

展采取的更全面方法。讨论会强调了区域性、区域间

和国际性合作关系以及框架对落实支持工作的价值。

针对 HFA2 的建议：

- 考虑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不相称影响。

-  认识到由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地理特点，它们多

半处于极易受到自然灾害侵扰的地区。

-  考虑到 29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常常感到不相称的跨

境冲击影响，例如食物、燃料和其他商品等价格的

上涨。

-  加强南南合作，尤其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合作。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2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2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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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灾害风险管理的筹资

组织方：联合国减灾署、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机制

（GFDRR）、世界银行

主持人：

-  妮萨·比莱（Nisha Pillai）女士，BBC 世界新闻、全景

和资金节目

专题讨论参加者：

-  赛义杜·西迪贝（Saidou Sidibe）部长阁下，尼日尔

总理内阁部长兼主任

-  默罕默德·纳吉布·鲍里夫（Mohamed Najib Boulif）部

长阁下，摩洛哥一般事务及管理部长

-  苏普雷尤加·哈迪（Suprayoga Hadi）博士，印度尼西

亚贫困地区部副部长

-  路易斯·费利佩·普恩特·埃斯皮诺萨（Luis Felipe 
Puente Espinosa）先生，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员

-  耶维斯·莱特姆（Yves Leterme）先生，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常务副秘书长

-  蕾切尔·凯特（Rachel Kyte）女士，世界银行副主席

兼网络和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  马克·斯科德利（Marc Schaedeli）先生，雀巢公司风

险管理全球负责人

尽管政府投资在为减灾工作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但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善政府投资，例

如加强政治领导、更好地了解影响和成本、鼓励使用

相关信息来推动财政拨款并进行严格的审核。减灾工

作的领导权必须交给级别足够高的政府。各国必须提

高评估潜在影响和成本的证据基础，并保持相关信息

不断更新，这样才能使用最新的信息来确定减灾投资

的优先次序。各国还应从抗灾筹资转变为防灾筹资，

这可能需要提高公众人物的意识水平，也许可以通过

将抗灾能力作为预算审批的重要指标来提高相关的意

识水平。

参加小组讨论的人士指出，全球化和供应链结构的根

本改变为私营部门提供了一个新的减灾投资动机，为

与公共部门共享价值创造了机会。私营部门可以与政

府合作为供应链保护措施提供资金，而保护小供应商

的财富和利益符合各方的利益。可提供帮助的相关机

制应包括公私合作、与民间团体可能的潜在合作，以

及针对业务连续性计划的投资。

如果灾害和灾害影响的代价没有对公共财政造成日益

负面的影响，而且没有防碍采取一整套更完善的筹资

策略来管理灾害风险，则风险从国家转到私营部门就

变得极为关键。有些国家采用税收平稳化机制来减轻

风险，尤其是在农业部门，但此举却是从年度预算拨

款中获得资金。许多国家时常无法转移风险，有时是

因为信息和分析不足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因为非正规

经济不太适合风险转移。很多国家正在寻找关于如何

了解风险的建议，并开始学习气象指数保险等创新观

点。只要有好的东西，就可以跨越国界共享经验。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综合并系统地规划、投资和支出有关灾害风险的预

算源自强大并持久的政治承诺、对法规的严格遵守

和执行，以及避免采用单独的灾害风险管理方法。

-  确保不断变化的风险信息持续不断地影响投资决策。

-  对 30 种公共和私营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

依存关系进行更严格的检查，包括采用兼收并蓄的

灾害影响评估方法。

-  从公共和私营部门实体合作的有效灾害风险管理中

发现实现共同价值的契机。

-  鼓励公共部门、商界和民间团体开展创新协作，确

保所有行政层面的、对风险敏感的持续公共和私人

投资都建立在发现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

-  使用特殊管理方法打造非正式私营部门和中小型企

业的抗灾能力，它们最容易遭受大范围集中风险的

侵害但又不适合将风险转移给它们，从而避免潜在

的终端损失。

-  界定将风险从国家转移给私营部门的各种方法。

-  确保个人、企业和公共实体评估所有行政层面的风

险，来确定风险的合理价值，并为灾害风险管理设

计合理的投资。

在线观看会议：http://www.prevent ionweb.net/
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
view/481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1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1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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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担风险到共享价值：减轻灾害风险的商业案例

组织方：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国减灾署 - 私
营部门咨询小组

主持人：

·  奥兹·奥兹特科（Oz Ozturk）先生，合作伙伴和全球

倡议负责人，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wC）

专题讨论参加者：

·  普罗蒙（Ploumen）女士阁下，荷兰贸易与发展部长

·  扬·斯图雷森（Jan Sturesson）先生，普华永道会计

师事务所政府与公共服务业全球主管

·  鲁迪·加西亚（Rudi Garcia）先生，花旗集团全球交易

服务部全球公共部门主管

·  克里斯蒂安·弗洛蒂格（Christian Frutiger）先生，雀

巢公司

·  亚当·罗斯科（Adam Roscoe）先生，ABB 全球可持续

经营部主管

小组讨论会强调，公共和私营实体应将重点放在长期

关系和对利益的共同理解上。只有私营部门所在的社

区获得成功，私营部门才能获得长期成功。参与小组

讨论的人士呼吁对土地使用、建筑、生态系统服务采

取可持续的创新管理，强调需要在最初设计阶段就将

私营部门纳入进来。

为了使公共和私营部门更加紧密合作，有必要确立适

当的激励机制并形成围绕有关优先事项的共同价值主

张。公共部门需要展示出让企业参与中长期规划的决

心，并辅以一个或两个直接的投资成果/回报。私营部

门则需要明确说明在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时

遇到的阻碍和出现的机遇。

针对 HFA2 的建议：

-  改善获取风险信息的机制和以事实为基础的决策。

-  将灾害风险纳入范围更广的商业风险管理内。

-  通过信息披露和报告（与投资产生的风险有关成本

和收益）来确保透明和问责。

-  加强抗灾力建设投资的公私风险治理。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4

索菲亚·贝滕考特（Sofia Bettencourt）女士， 
GFDRR，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小组讨论会 
参加者 / 照片：联合国减灾署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4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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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下的抗旱能力

组织方：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组织（UNCCD）、世界气象组织（WMO）、拯救

儿童基金会

主持人：

·  米歇尔·亚罗（Michel Jarraud）先生，世界气象组织

秘书长

专题讨论参加者：

·  赛义杜·西迪贝（Saidou Sidibe）先生阁下，尼日尔总

理内阁部长兼主任

·  阿布迪·侯赛因（Abdi Gedi Hussein）先生，肯尼亚

瓦吉尔县社区工作者/786 残疾人意识（786 Disability 
Awareness）

·  胡安·曼努埃尔·卡巴雷罗（Juan Manuel Caballero）
先生，墨西哥国家气象系统负责人

·  瓦迪迪·埃里安（Wadid Erian）先生，阿拉伯干旱地

带和干燥地区研究中心（ACSAD）
·  马瑟乌斯·亨德（Mathewos Hunde）先生，埃塞俄比

亚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减灾顾问，早期预警和

响应理事会前任主任

·  哈维·帕瓦（Javier Pava）先生，哥伦比亚波哥大市紧

急预防基金管理局（FOPAE）

参加小组讨论的人士强调，需要针对旱灾和水资源管

理采取一种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跨部门方法。

会议讨论认为需要开展教育和意识提高活动，需要提

高社区决策能力，增强对早期预警备灾和行动计划的 
责任。

参加小组讨论的人士一致认为必须加强政府、民间团

体、私营部门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从而根据

准确可靠的数据，设计制定和贯彻落实整体旱灾管理

策略。

为尽早采取行动，旱灾管理需要对信息获取、早期预

警、知识管理和监测体系进行改进。必须扩大旱灾风

险管理，以便充分应对和降低面对旱灾时的脆弱性。

会议总结认为获取水资源是一种权利，认为实现减灾

投资需要加强政治承诺。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强化社区一级的关注力度和减灾机制，扩大对最脆

弱群体的援助范围。

-  加强对科学技术和资料管理的重视，这是减灾和将

成果转化为行动的基础。

-  强化相关部门内和部门间的制度机制和工作机制，

实现经验证的优良做法的升级。

-  以协作方式跨部门积极应对旱灾的持久破坏性影

响，包括在跨境风险情形下。

-  推动一种更完整更系统的风险管理方法，确保资源

在农村和城市环境下得到持续管理。

-  需要将基于权利的方法融入到减灾规划和实施当中

去。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79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79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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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A2 – 女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组织方：联合国妇女组织、怀柔社区（基层）、联合国

减灾署

主持人：

·  凯思琳·卡瓦维洛-克里斯托弗森（Kathleen Cravero-
Kristoffersson）女士，瑞士橡木基金会主席

专题讨论参加者：

·  法迪梅托·敏特·阿布戴尔（Fatimetou Mint Abdel）阁

下，毛里塔尼亚 Tevragh-Zeina 市市长

·  梵勒·希弗兹（Violet Shivutse）女士，肯尼亚希布叶

（Shibuye）社区卫生工作者组织

·  维沙卡·海德拉赫（Vishaka Hidellage）博士，Duryog 
Nivaran，南亚网络

·  艾卡拉斯·拉齐奥特·埃克尔（Ekhlas Ratrout Aqel）女

士，巴勒斯坦纳布卢斯直辖市

·  萨乌穆拉·提乌隆（Saumura Tioulong）阁下，柬埔寨

国会议员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对女性在减轻灾害风险构建抗灾力

中发挥的作用不被人注意深表遗憾：女性，尤其是积

极参与减灾的基层妇女，不被人注意的原因仅仅是因

为我们不愿去注意她们。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和与会者

一致认为，重要的是妇女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以及

选择是跃居台前还是退隐幕后。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认识到在国家减灾和灾后恢复计划

中，与减轻灾害风险构建抗灾力活动中女性有关的政

策和实践出现了脱节。只有当国家和地方政府承诺将

基层妇女组织和女性领袖纳入政策和计划时，这一问

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敦促提升女性的领导地位并强化各

种机制，确保女性参与决策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影响

力。妇女和女孩在灾害中的脆弱性过于受到强调。如

果要减轻灾害对女性的影响，要让女性更积极地参与

恢复过程，就必须要认可和重视她们能作出的贡献和

具备的能力。

女性在社会凝聚力和围绕减灾、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

的社区动员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该专题讨论

参与者强调需要提高女性的领导地位和她们扮演的角

色，包括协商解决社会冲突和在减灾工作中的领导地

位和角色。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没有社会无凝聚

力，就没有稳定； 

没有女性的积极参与，就没有社会凝聚力。国家和地

方政府应与基层妇女组织合作，正式确定她们在规

划、设计、实施和监测行动中的角色。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将基层妇女组织视为开展社区抗灾能力工作的推动

力。基层妇女组织的工作必须得到认可，必须对这

些组织进行投入，还必须制定能吸收它们知识和专

长的计划。

-  认可和正式确定女性在各个层面的贡献。这包括提

高女性的领导地位和强化各种机制，确保女性参与

决策过程和在其中的影响力。这可能包括建立分配

体系，设定目标和指定将分散的金融资源用于基层

领导的、由社区推动的行动，以规划、实施和推动

各项计划。

-  提高和改进按性别和年龄分类的数据的系统化收集

与使用，从而系统地将社会和性别分析包括进来，

并将人权方法用于减轻灾害风险构建抗灾力。

-  识别男女差异的同时重视男女平等，重新界定 2015 
年后议程，确保两性平等地参与风险减轻、备灾、

应灾和重建工作，并享有有意义地参与其中的机

会。这包括主动提高公共和私营部门女性在经济和

社会方面的领导地位并赋权给她们。

-  根据将减灾、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适应框架集为

一体的完整方法构建 HFA2。

-  让女性领袖参与进来，提高她们的领导地位，确保

发挥女性的所有潜能。培育一种培训教育文化 — 从
学校最基础层次开始 — 赋予妇女和女孩在紧急情况

下应负的责任。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5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Monica Ortiz@amdortiz
#hfa2 应该促使政府为妇女争取更多的空间。 
- 提乌隆阁下 #gender #resilience #gpdrr13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5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5


 
 
遗产与抗灾能力

组织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中
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灾害风险防范委员会
（ICOMOS-ICORP）、保护和恢复文化遗产国际研究中
心（ICCROM）

主持人：
·  艾米丽·霍夫（Emily Hough）女士，危机反应学报记
者兼编辑

专题讨论参加者：
·  兹阿德·哈瓦（Ziad Hawat）阁下，黎巴嫩比布鲁斯市
长（主席）

.  吉奥瓦尼·博查蒂（Giovanni Boccardi）先生，UNESCO 
世界遗产中心

·  拉布·多吉（Lhab Dorji）阁下，不丹廷布省省长
·  让·穆赛特里（Jean Musitelli）先生，法国国际和战
略关系研究所（IRIS）理事会成员 
法国

·  亚思敏·拉里（Yasmeen Lari）女士，巴基斯坦传统基
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蒂姆·巴德曼（Tim Badman）先生，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IUCN）世界遗产计划主任

·  希奥尔西奥 奥尔索尼（Giorgio Orsoni）阁下，意大利
威尼斯市长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认识到，自然文化遗产是推动可持
续发展各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包括促进加强社区应对
灾害、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的抗灾能力。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和案例研究人员特别强调了气候
变化对遗产的威胁。他们提供了相关证据来阐述，
通过采用与建筑技术有关的相关传统知识、环境管
理和文化规范与实践，维护完善的遗产遗迹、建筑
物和文化历史是如何帮助减轻灾害风险的。此外，
遗产在灾后重建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被认为是一
种强化社会架构的精神支柱，因为遗产具有一定的
象征意义与精神价值。

针对 HFA2 的建议：

-  认识到文化遗产发挥的作用是社会抗灾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包括更好地利用传统知识体系以及使遗产

更具特色。

-  建设抗灾能力，提高对遗产在减灾工作中重要性的

认识。

-  依靠城市间合作和由市长组成的网络，整合人们对

遗产的关切，并在减灾规划中应对遗产保护问题。

-  围绕文化遗产开展公私合作。

-  运用社会学和人文学对遗产进行多危险风险评估。

-  进行灾后遗产影响评估，确保文化遗产在重建阶段

得到保护。

-  采取行动收集、共享文化遗产和文化历史，包括对

国际登记处的遗产进行数字化。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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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科学技术用于减灾政策和实践

组织方：联合国减灾署科学技术咨询小组

主持人：
·  赛博·乔杜里（Saber Chowdhury）阁下，孟加拉国国
会议员

专题讨论参加者：
·  苏玛雅·本·艾尔·哈山（Sumaya bint El Hassan）公主
殿下，约旦皇家科学学会主席（视频信息）

·  沃尔特·阿曼（Walter Amman）博士，瑞士达沃斯全
球风险论坛

·  苏多普·帕沃·努格罗（Sutopo Purwo Nugroho）先
生，印度尼西亚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数据、信息和公
共关系主任

·  维吉尼亚·穆雷（Virginia Murray）教授，英国英格兰
公共卫生局极端事件和健康保护部门主任

·  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ton）先生，灾害风险的综
合研究（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主席

·  大西隆（Takashi Onishi）教授，日本科学委员会主席

该专题讨论会推出了关于“运用科学帮助减灾”的 
2013 年联合国减灾署科学与技术咨询小组报告，强
调减灾是一个交叉课题，需要获得所有各类学科（自
然、社会、经济、医疗、工程等）和技术的支持，并
采用跨学科的方法。科学技术应该支持减轻风险和建
设国家及社区防灾抗灾能力方面的工作，并提供相关
证据。

该讨论会强调，科学技术能帮助加深对灾害和风险的
理解，并为减轻风险和抗灾能力建设提供新的见解和
方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未必能产生建立在科学基
础之上的减灾政策和方案。

我们需要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决策者之间开展更多
合作，更好地让科学知识为公众所用，将科学知识用
于能力建设，同时提供更强大的科学技术能力，为制
定政策、减灾和抗灾能力建设计划提供支持。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确保减灾中科学技术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更好的利
用，让政策制定者参与进来。

-  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在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当
选代表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定期互动。

 
-  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和教育手段加强各层面的安全和
抗灾能力。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78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World Bank Pubs@WBPubs
科学技术在减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ow.ly/lk27Z #gpdrr13 via @wbsustaindev

国际红十字联合会以及红新月会（IFRC）@
Federation
#印度尼西亚通过预警系统为预防海啸做好更充

分的准备。科学帮助人们拯救生命。 #GPDRR13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78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78


组织方：国际计划组织、拯救儿童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联合国减灾署、世界宣明会

主持人：

·  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先生，英国海外发展研

究所气候变化部门主任 

与会儿童：

· 星野（Akari），日本

· 阿里夫（Arief），印度尼西亚

· 亚由美（Ayumi），日本

· 克雷西（Cressie），英国

· 丹（Danh），越南

· 赫米昂（Hengmeang），柬埔寨

· 宽人（Hiroto），日本

· 卡娜（Kana），日本

· 玛丽塔（Marita），挪威

· 玛莎（Martha），印度尼西亚

· 莫茨里希（Motselisi），莱索托

· 索菲（Sopheone），柬埔寨

· 斯蒂芬妮（Stephanie），印度尼西亚

· 托赫诺罗法索（Tlhohonolofatso），莱索托

该专题活动中，儿童专题讨论小组强调了学校整体安

全的必要性。儿童必须能在安全的学习环境下（学校

备灾和安全的建筑），接受不会中断的优质教育，包

括减灾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教育。

该专题讨论会强调了与灾害和冲突有关的儿童保护问

题，包括出生登记、跟踪以及风险易发地区儿童参与

灾害规划的情况。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提出了一种与儿童有关风险的宝贵

观点。儿童需要参与到国家一级、地方一级和家庭一

级的减灾活动当中去。关于灾害风险的知识和信息需

要成为所有儿童学习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学校学习的

一部分。具备有关减灾技能的聪明孩子不仅更安全，

还能就像成年人那样降低风险，并做出合理的明智决

定，从而保护整个社区。

该专题讨论会指出必须要考虑最脆弱和难以照顾到的

儿童的特殊风险，包括残疾儿童和女性儿童。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要求对东北町儿童报告的宣言采取

切实可行的跟进行动*，尤其是以世界青少年儿童减灾

论坛这一组织形式。

在此方面，讨论参与者认为，2015 年世界大会的准备

过程和成果需要包含儿童这一关键灾害利益相关者群

体的观点和优先考虑事项。

针对 HFA2 的建议：

-  认识到对所有儿童的特殊风险和儿童在减轻此类风

险方面的作用。

-  在地方、国家和地区一级询问儿童和青少年关于减

灾和抗灾能力建设的观点、经验和愿望。

- 把按性别和年龄分列的指标纳入问责机制。

-  认识到不同的儿童有不同的需求。需要为最难以照

顾到的和最脆弱的儿童制定减灾策略，包括失学儿

童、流浪儿童、童工、残疾儿童、少数群体和未成

年女性儿童。

* 在线获取东北町儿童报告信息：

http://www.savechildren.or.jp/jpnem/eng/pdf/news/
Proposal%20of%20children%20for%20the%20world.pdf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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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的抗灾力未来：减灾中的儿童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5 月21日
每年有一亿七千五百万的受灾儿童。#gpdrr13 
必须采取行动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http://uni.cf/18Zu5Es

国际计划组织（PlanInternational）@PlanGlobal
5 月 19 日
灾害发生时，儿童时常面临受伤、疾病、与家人

失去联络和学习中断等风险 #gpdrr13 #DRR

http://www.savechildren.or.jp/jpnem/eng/pdf/news/Proposal%20of%20children%20for%20the%20world.pdf
http://www.savechildren.or.jp/jpnem/eng/pdf/news/Proposal%20of%20children%20for%20the%20world.pdf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6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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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对更安全社区的抗灾力至关重要

组织方：清洁发展机制（CBM）、英国公共卫生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和红新

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主持人：

·  维吉尼亚·穆雷（Virginia Murray）教授，英国英格兰

公共卫生局极端事件和健康保护部门主任

专题讨论参加者：

·  马克·雅各布（Mark Jacobs）博士，新西兰公共卫生

部公共卫生主任

·  路易斯·费利佩·普恩特·埃斯皮诺萨（Luis Felipe 
Puente Espinosa）律师，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员

·  默罕默德·阿蒂夫·赛义赫（Muhammad Atif Sheikh）
先生，巴基斯坦南亚残疾人论坛（SADF）主席

·  瓦雷莉·舍勒（Valérie Scherrer）女士，比利时 CBM 
应急响应部高级主管

·  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博士，世界卫生

组织小儿麻痹、突发事件和农村合作部常务副主任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确定公众的健康是现在也是 2015 年
后减灾工作的关键成果，必须要加强所有部门和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协作。

还需要加强行动和卫生系统的抗灾力，包括打造更安

全的医院，这些在以后都将接受全危险要素紧急风险

管理全球健康框架的指导，这一框架将由世界卫生组

织与其合作伙伴共同制定。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调必须应对残疾问题和其他新出

现的被忽视的社区灾害问题，例如非传染性疾病和人

口老龄化问题。

他们呼吁更好地报告所有对健康产生影响的灾害风

险，呼吁促进对灾害风险的交流，以便将伤害、疾

病、残疾、心理健康和死亡包括进来。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将卫生视为现在和 2015 年后减灾工作的关键成果，

这需要所有部门采取行动。

-  加强卫生系统的行动和抗灾力建设，包括打造更安

全的医院，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灾害。

-  有效应对残疾问题和其他新出现的被忽视的社区灾

害问题

-  更好地报告对健康产生影响的灾害风险和后果，并

促进对灾害风险和后果的交流，以便将伤害、疾

病、残疾、心理健康和死亡包括进来。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3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3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3


组织方：国际工程数值方法中心、林肯大学、弗罗里

达国际大学、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拯救儿童、融

合资本集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减

灾署

主持人：

-  埃拉斯代尔·罗斯（Alasdair Ross）先生，经济学人

信息社全球产品主任

专题讨论参加者：

-  保罗·克莱门特·亨特（Paul Clements Hunt）先生，融

合资本集团

-  安德鲁·马斯克雷（Andrew Maskrey）先生，联合国

减灾署

-  沃尔特·斯塔海尔（Walter Stahel）先生，日内瓦协会

-  奥兹·奥兹特科（Oz Ozturk）先生，普华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

-  理查德·奥尔森（Richard Olson）先生，美国佛罗里

达国际大学

-  乔·斯奇乌尔（Jo Scheue）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苏珊妮·贝肯（Susannne Becken）女士，新西兰林肯

大学

-  乔哈拉·贝拉里（Johara Bellali）女士，救助儿童会

-  兰多夫·肯特（Randolph Kent）先生，人道主义未来

项目

-  奥马尔·达里奥·卡多纳（Omar Dario Cardona）先

生，CIMNE/ERN-AL
-  竹村真一（Shinichi Takemura）先生，日本京都造型

艺术大学

联合国减灾署对《2013 年全球评估报告》（GAR 2013）
进行了简要概述。该报告将重点放在商业部门以及投

资决策与灾害风险之间的关系上。该专题讨论参与者

对该报告做出了重要贡献。

讨论涵盖以下信息：

-  需要考虑将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纳入金融和投资分

析。金融市场上目光短浅的投资会加重金融和自然

系统的不稳定性。

-  公私合作关系在减灾工作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只有

对风险和短中长期减灾投资的收益达成共识，才能

实现成功合作。

-  中小企业面对灾害时尤为脆弱。因此，公共部门和私

部门之间有必要相互影响，有必要获得资金支持。

-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灾害时尤为脆弱，这种脆

弱性受持续的沿海投资需求的推动。

-  灾害风险的驱动因素是复杂的，需要分析与潜在成

因（如贫困）的相关系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

-  为减轻灾害影响，必须合理地量化风险。为了完整

而严格地分析灾害引发的实际风险，我们需要采用

一种前瞻性（概率性的）方法，该方法需要考虑事

件的所有可能表现形式、其影响和发生概率，我们

不能仅仅依赖记录下来的事件。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将灾害风险信息和量化结果纳入私人投资决策。

-  基于对风险和抗灾能力的共同理解，打造公私部门

合作关系。

-  将灾害风险管理视为私营部门的商业机遇和国家发

展的契机。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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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球评估报告：风险的新现象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Kristalina Georgieva @KGeorgievaEU
5月21日
被提出的问题很多，但大家统一认为#气候

变化正在发生并且是导致灾害增加的主要 
原因。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7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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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和抗灾力建设

组织方：世界银行（GFDRR）、UNDP-BCPR、欧盟合

作方

主持人：

·  罗杰·莫瑞尔（Roger Morier）先生，世界银行/欧盟

专题讨论参加者：

·  库巴贝克·波罗诺夫（Kubatbek Boronov）先生阁下，

吉尔吉斯斯坦紧急情况部部长

·  龟冈伟民（Yoshitami Kameoka）先生，日本内阁灾

害管理政务次官

·  班邦·苏力斯唐托（Bambang Sulistyanto）先生，印

度尼西亚国家减灾机构复原和重建部副部长

·  纳丁姆·艾哈迈德（Nadeem Ahmed）中将，巴基斯

坦国家灾害管理局前局长，地震重建与复兴管理局

前副局长

·  克莱斯·安德森（Claes Andersson）先生，欧洲议会

外交政策手段服务部门稳定机构工作组主管

·  乔·斯奇乌尔（Jo Scheue）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减灾和灾后恢复小组协调员

·  拉贾·里汗·阿萨德（Raja Rehan Arshad）先生，世界

银行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首席减灾专家

·  罗德里格·佩雷斯·麦肯纳（Rodrigo Pérez Mackenna）
部长阁下，智利住房和城市化部部长

·  弗朗西斯·盖斯奇埃尔（Francis Ghesquiere）先生， 
GFDRR 秘书处主任兼世界银行灾害风险管理实践小

组主管

·  赫诺维瓦·鲁伊兹·卡拉维拉（Genoveva Ruiz Calavera）
女士，欧洲议会外交政策手段服务部门稳定机构工

作组主管

该专题活动强调，重建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势在必行

的一项发展要务。进行可靠的灾后需求评估，再以评

估为基础进行全面重建规划，在灾后重建中提升发展

过程中的抗灾力至关重要。就此而言，灾后需求评估

（PDNA）指南和当前的灾害重建框架（DRF）举措 
（两者都是由欧盟-联合国-世贸共同发起）是确保实

现灾后重建的关键工具。高效并且可持续的重建工作

应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并负责，这样可以帮助保护

整个公私部门、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减灾从业者

的发展成果。

该专题活动强调，需要通过构建能力、制定机构和机

制，在灾前阶段使灾后重建和备灾制度化，需通过采

用可靠的需求评估和恢复规划工具，在灾后重建过程

中推动长期的减灾工作。该专题活动还提出应发现灾

后重建需要，从而在正常发展中提升抗灾能力。

灾后重建作为关键的减灾和发展问题，其作用和重要

性必须成为全球减灾对话的主流。因此，必须将灾后

重建制度化作为 HFA2 磋商的中心环节之一，应当纳

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确定灾后重建在 HFA2 中应发挥主要作用。在磋商过

程中必须强化和强调这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重

建的价值一直遭到广泛低估。HFA2 应以此进步为基

础，利用更强大的响应能力促进在其他优先领域取

得进展。灾后需求评估指南和灾害重建框架举措以

及当前 HFA 的进展，有利于帮助制定最低标准，实

现灾后重建制度化。

-  确保公共部门在灾后重建制度化（包括政策标准的

制定和灾后重建筹资手段）方面的工作成为 HFA2 国
家进展报告结构中的报告领域和衡量工具，从而让

灾后重建可以促成“综合报告”所述的众多观察结

果和有利环境，包括加强治理、增强责任、整合气

候变化、能力建设、监测以及资源的可预测性。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8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8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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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抗灾能力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和投资

组织方：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减灾署

主持人：

·  祈德宏（David Cadman）先生，国际地方政府可持

续发展理事会主席

专题讨论参加者：

·  安托妮亚·科纳罗（Antonia Cornaro）女士，国际隧

道和地下空间协会地下空间理事会（ITACUS）秘书长

·  琼·克洛斯（Joan Clos）博士，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副秘书长兼执行理事

·  埃米利奥·格拉特隆（Emilio Graterón）阁下，委内瑞

拉查考市长

·  多恩·齐默（Dawn Zimmer）阁下，美国新泽西州霍

博肯市长

·  赛义德·默罕默德·佩兹曼（Seyed Mohammad 
Pezhman）阁下，伊朗马什哈德市长

·  阿斐萨耶德斯·因斯辛格马伊（Aphisayadeth 
Insisiengmay）博士，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公共工程

和交通部住房与城市规划局城市规划部主任

·  阿吉特·古拉克汉德（Ajit Gulabchand）先生，印度斯

坦建筑公司（Hindustan Construction Company）董

事长兼董事总经理

·  卡西迪·约翰逊（Cassidy Johnson）先生，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

当今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 2025 年，世

界上大约三分之二的居民和绝大多数的财富都将聚集

在城市中心。世界上许多人口超过 1000 万的超大城市

都位于大地震和严重旱灾易发地区以及洪水易发的沿

海地区，更极端的气候事件和海平面上升将给这些城

市带来更严重的灾害风险。

规模较小城市的城市化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那些

现有基础设施和机构设备差、不足以应对灾害的地

区。这些新一代城市在防灾方面的潜在脆弱性进一步

显示，我们需要将减灾原则融入可持续、公平、高效

和抗灾型新城市化发展模式之中。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认为，全面的城市发展方法应能够推

动以公私合作关系为基础的参与方式，并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提供支持。该专题讨论会呼吁制定宣传和教

育计划（目前正由联合国减灾署的城市规划工作小组

制定），从而关注将灾害风险问题成功纳入城市规划

者、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和其他参与者的工作之中。

联合国减灾署城市规划工作小组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地

方政府、规划专家和科研机构，以及城市居民之间的

知识产品和协同效应。

易受洪水和其他灾害影响的美国霍博肯市和委内瑞拉

查考市的两市市长提倡采用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

的城市规划方法，以此作为抗灾手段。该专题讨论会

建议挖掘私营部门的备灾（救援和恢复）资源以及私

营部门在规划、建造和筹资创新方面的资源。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开发能够识别城市灾害复杂性和互联性的有效风险

识别方法（例如，受损的电力系统如何影响供水系

统和交通运输）。

-  思考城市发展、减灾抗灾的新设计理念。例如，多

用途地下空间的创新使用。

-  更新法律和制度框架，以支持并实施规划条例和城

市抗灾系统。

-  通过磋商和其他方式让社区参与进来，从广大参与

者那里寻找解决方案。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9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Hassan Ahmed @HassantayMDP
5月21日
如果将减灾计划纳入主流的#城市规划和管理，

将使其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ow.ly/lk37A #gpdrr13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9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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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和公民的灾害风险管理标准

组织方：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最高审

核机构国际组织（INTOSAI）、联合国减灾署

主持人：

·  凯文·奈特（Kevin Knight）先生，澳大利亚国际标准化

组织 262 号技术委员会（ISO Technical Committee 262）

专题讨论参加者：

·  基杰斯·德·弗里斯（Gijs de Vries）先生，国际最高审

核机构组织（INTOSAI）欧洲审核院成员

·  柯丝昆（Coskun）女士，土耳其灾害相关援助责任

和审核 INTOSAI 工作组

·  梅特·林德海尔·奥尔森（Mette Lindhal Olsson）女

士，瑞典国民应急机构自然灾害和重要基建部门负

责人

·  马克·舒德利（Marc Schaedeli），雀巢公司风险管理

负责人

·  罗伦扎·哈洽（Lorenza Jachia）女士，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

该专题讨论会使大家深刻了解了灾害风险管理系统是

如何让国家和企业最有效地减轻灾害风险的。该专题

讨论地参与者讨论了政府机构是如何利用标准和法规

对包括灾害风险在内的所有类型风险进行管理的。联

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展示了其成员国开展的工作以鼓

励使用风险管理工具来参与未来的各项活动，从而与

所有利益相关方进行磋商，寻找具有连续性和可预测

性的方式来应对各种风险相关联的不确定性，促进有

效管理。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还举例说明政府当局在减灾工作中应

对议会和公民负责。审核机构应为公民和议员提供有关

政府开支合法性、高效性、经济性和有效性的独立公正

的信息。审核机构的审核结果可以帮助提高包括减灾在

内的政府管理质量。例如，ISSAI 5510 防灾审核便可为

各国提供一项审核其国家减灾系统的工具。需要根据 
《兵库行动框架》使这些审核结果与国家对减灾进程的

自我评估保持一致。

最后，来自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专题讨论参与者举

例说明需要在过分或过度管理（即对计划解决的风险

采取过于严格的管理条例或实施机制）和将公民和经

济运营者置于危险之下不充分的管理条例之间找到平

衡点。不一定需要新的管理条例，但我们需要找到合

适的合作方式并适应现有的管理框架。

针对 HFA2 的建议：

-  鼓励各国制定有关利益相关方参与减灾工作的职责

和机遇的有效规程以及问责机制。因此，技术标

准、建筑法规和监管框架应定期得到更新并实施。

-  促进宣传包括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在内的所有标

准，例如建筑法规，将其作为增强抗灾能力的一种

途径。在适当情况下，这些标准也可以为监管框架

的制定提供参考，并定期进行更新和实施

-  巩固并加强包括通过公开审核方式的减灾问责机制。

-  为减灾工作中机构能力和执行力制定标准。

-  提倡行业、民间团体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对话，从而

推动更有组织的合作。

-  需要加深对风险管理流程的理解，尤其是对识别风

险、设定承受风险参数的设定，以及实施替代性风

险管理方法的理解。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90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90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featuredevents/view/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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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活动
减轻洪灾风险的适应方法： 
以荷兰和越南为例

组织方：荷兰外交部、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三角

洲地区规划委员、荷兰皇家豪思康宁集团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三角洲、沿海和河流沿岸

地区。到 2050 年，这一比重将达到近 70%。因此，为

了保护这些易受灾群体，制定并实施减轻洪灾风险政

策和措施实施非常重要。事实证明，确保和保障水资

源安全是当今时代主要的社会和政治挑战之一。

专家们讨论了通过共享经验和教训来应对洪水灾害的

方法。水资源外交在洪水灾害管理中极为重要。专家

们举例说明了政府该如何起草水资源管理总体规划并

应对相关挑战，认为我们需要进行灾害早期识别和减

灾投资。该附属活动还强调了适应策略、综合管理方

法（跨境、跨省和跨部门）、重要防洪投资的金融结

构以及对空间管理和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途径，这些

都有助于实现备灾工作中“过早、过多”与“太少、

太晚”之间的适当平衡。

此次活动所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三角洲国家之间在三角

洲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已经取得累累硕果。荷兰和越

南就是很好的范例。

抗灾工作的商业连续性

组织方：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雇主组织和雀巢

公司

该附属活动展示了灾后重建工作的经验：仙台（日

本）市长奥山惠美子（Emiko Okuyama）女士介绍了

仙台在东日本大地震袭击后为当地企业提供支持的方

案。她强调了通过应急经济推动措施来维持就业水平

为支持当地企业的重要性。

此次讨论的参与者指出良好的备灾准备是抗灾工作的

一个重要部分，并强调了通过供应链使企业做好备灾

准备的重要性，以及为恢复商业保持简洁高效的沟通

程序的重要性。

与会者一致同意企业家与工人积极参与社区和国家层

面备灾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在灾害发生时，根据供应

链制定并启动合适的商业连续性计划的重要性。制定

公司和社区意外事故/备灾计划（作为一项参与流程）

有助于明确影响企业的潜在风险，还有利于制定减灾

策略。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确保社会参与者、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机构

的全面参与。

-  确保更高程度的备灾准备、更强的响应能力和重建

能力，从而加强对人民生计的保护，因为生计是

所有社会和社区抵抗多重灾害的社会经济抗灾力

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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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的紧密纽带：民间团体对构建社区

抗灾力的观点

组织方：抗灾合作伙伴、行动援助、国际红十字会与

红新月会联合会、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调了 HFA2 应优先为最弱势人群

提供减灾措施。为解决当地抗灾需求的地方抗灾能力

建设计划应作为所有国家减灾计划的核心。

四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同观众一起讨论了他们在地

方加强抗灾工作的经验。所有与会者都参与了讨论并

向专题讨论参与者进行了提问，表达他们是否认同专

题讨论参与者之前发表的陈述。与会者一致认为弱势

人群应是所有减灾干预手段的优先目标。弱势人群更

易受灾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不仅因为存在各种自然

因素，而且这些因素还以多种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

在现实中，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一个单独的组织去掌握

所有必要的知识、专业技术和资源。因此，为了使所

有的干预手段更有意义、更有效，利益相关方协作时

必须各尽其责。

其中一项潜在因素是无法平等地获得相关权利。为

了促进社区有意义地参与其中，必须将社区组织起

来，并使其能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一点非常重要。

同时，民间团体组织还可以帮助社区进行自我组

织。这一过程同时还能增强参与者们的信念，坚信

抗灾工作需要紧密联系发展部门、人道主义部门和

环保等各个部门。

追踪灾害风险管理的国际融资

组织方：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机制、联合国粮食与农

业组织、联合国减灾署

该附属活动强调了对灾害风险管理（DRM）投资进行

精确追踪和报告的重要性。全球援助报告系统内在灾

害风险管理应采用特殊“标记”，例如债权人报告系

统（CRS）就是在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最可行的

灾害风险管理投资追踪和报告的解决方案。

该专题小组讨论了当前灾害风险管理融资追踪的现状

与挑战，一致同意应成立一个技术咨询小组，以便：

最终确定对灾害风险管理援助追踪的定义和方法；制

定“灾害风险管理标记”报告指南以涵盖在发展和人

道主义援助过程中所有的灾害风险管理因素；提出“

灾害风险管理标记”的建议书并提交给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该讨论会期间，还启动了灾害援助追踪

（DAT）在线版（http://gfdrr.aiddata.org）。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将全球援助报告系统中的灾害风险管理标记纳入主流

做法，例如债权人报告系统。

·  就更好地对灾害风险管理融资进行追踪和报告的重要

性达成全球共识。

·  为了更好地对灾害风险管理融资进行追踪和报告，需

要建立一套清晰的目标和指标并汇报至 HF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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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灾害风险的气候服务 
对可持续发展的益处

组织方：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洪灾管理相关

项目（AFPM）、联合国减灾署、Centro Internacional 
para la Investigación del Fenómeno de El Nino（国际厄

尔尼诺研究中心）

在许多社会经济方面，与天气、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水资

源相关的灾害正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对人民生计和社

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农业生产和食品安

全、水资源管理以及公共卫生，包括传染病的爆发。

该专题讨论会强调，在气候变化中，天气预报技术的

进步为人们对水文气象灾害的变化模式及特点的理解

和量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该讨论会建议需要加强气候服务的发展，增强气候服

务的持续性：对国家气象气候系统和服务进行关键投

资；通过能力开发和培训进行天气预报和分析技术知

识的转移；加强经济部门和用户社区与开发和提供气

象气候服务的气候服务领域之间的合作。这些投资应

以高度正确的信息为基础，支持采取社区行动，建设

抗灾能力和抗气候变化能力，更好地利用资源，增强

可持续性，管理跨境和大规模灾害风险。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确保 HFA2 在修订和/或新制定政策和法律框架中强

调对国际气象和水文服务机构等技术机构的角色确

定、工作安排以及加强的重要性。

-  在制度与基建能力、灾害/风险和气候信息系统领域

鼓励政府投资和风险融资策略与国际人道主义、开

发、气候相关基金开展有效合作和利用，避免重复

投资，弥补差距并确保可持续性发展。

各施所长：研究机构、军方和民间应如何有

效开展合作，为 HFA2 贡献自己的力量？

组织方：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第一德国

荷兰公司（1GNC）以及其他国际民间研究机构

该专题讨论会讨论了军民合作可以如何为减灾做

出重要贡献。首先必须改善协调工作，尤其是国

外军方与本地机构之间的合作。该专题讨论会强

调，需要加深理解 :高效的军民合作有助于风险

评估和技术能力的计划与开发，从而帮助减灾。

该专题讨论会还强调，需要使用第一德荷兵团

（German-Netherlands Corps）组织开发的方法在

民间和军方行动者之间就所有合作方都能获益且都

愿意参加的演习设计和使用展开对话，促进相互 
理解。

该专题讨论会参与者指出，就各国之间在军方对减灾

活动支持程度上多样性方面需要一种合适的合作方

法。这种合作将“最后手段”和直接保护作用扩大至

更早地开始准备方案以及预防和风险减轻分析领域，

将技术与经验以更系统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该专题讨

论会还建议军民合作的准备性培训和演习需要获得关

于驱动因素、原则以及合作方式和军民合作方面减灾

的知识和理解。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开发并实施有效的、适合当地和地区需求的军民合

作培训方法，从而帮助减轻灾害风险。

-  在早期防灾和减灾规划与实施中纳入军方能力和专

业知识。

-  建立军民培训指挥部或管理中心，来收集并宣传成

功的培训方法。



46

 

在全球分享更安全学校倡议的经验

组织方：全球减灾知识与教育联盟成员

全球减灾知识和教育联盟是一个旨在为教育部门提供

综合减灾方法的全球领先平台，包括安全的学习设

施、学校灾害管理和减灾教育。

该专题讨论会建议，将减灾教育和教育设施的安全问

题与其他的 2015 年后议程进行对应和整合，包括后千

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教育、全

民教育以及 HFA2。减灾、气候和环境变化的联系已经

成为人们的关注点。基于这些原因，需要将安全学校

倡议与常规教育投资计划直接联系在一起。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将儿童、少年、残疾人群的参与与性别平等结合起

来，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社区抗灾力。

-  将教育部门的全面减灾方法整合进政策、规划和计

划中。

-  为产生具体成果的特殊领域提供支持：安全教育设

施、灾害管理和灾害预防以及风险减轻教育。

-  在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包括减灾指南、最佳实

践、简化的分析和资源工具。

-  确保经验得到传递和推广。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Ben Solanky @Bsolanky
@美国红十字会“家庭和学校是建立公共防灾意

识和准备的两大主体”#gpdrr13

丹，专题活动期间专题讨论参与者：我们想要
有抗灾力的未来：减灾中的儿童照片 UNIS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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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前线的观点（Vfl）：民间团体关于 2015 
年后减灾框架的观点

组织方：减灾民间团体组织的全球网络

该附属活动关注的是需要反映世界人口中最易受 HFA2 
中描述的灾害侵扰的大部分人民的日常现实。他们生

活在贫穷、不稳定、非正规的脆弱环境内，通常这些

地区都是国家制度的薄弱地区，他们无力应对频繁发

生的小范围灾害。此类频繁发生的小范围灾害不常见

诸报端，而没有参加保险，得不到资源或帮助，特别

是在受冲突和不安全因素影响的地区。该专题讨论会

的参与者呼吁采用整体减灾框架（反映影响到脆弱人

群生活和生计的风险的多维相互依存性），还呼吁加

强国家损失数据库建设，包括系统性地记录低收入国

家小规模频发灾害的能力。

该专题讨论会参与者还强调了最脆弱群体在当地风险

治理方面发挥主观能力性并献技献策的重要性，呼吁

加强当地治理，支持有效的社会变革，处理好社会、

经济和人口学群体之间促成脆弱性差异化的结构性不

平等和能力不平衡问题。

该附属活动关注采用基于权利的方法，该方法将人权

标准和程序性权利转变为行动，并将身为权利持有者

的人民和身为主要职责承担者的政府之间的关系置于

框架的中心位置。

针对 HFA2 的建议：

-   认识到“日常”冲击和压力对于生活、生计和资产

的影响。

-   优先照顾最容易遭受风险、最贫穷和边缘化人群。

-   应对人民灾害脆弱性的潜在成因。

-   通过关注权利、责任和义务动员作出政治承诺。

-   促进合作和公众参与。

打造更安全、更具抗灾力的城市和居住地

组织方：联合国减灾署、联合国人居署（ U N -
HABITAT）

我们需要更健全的新思路来衡量城市的抗灾能力。该

附属活动将重点放在“打造城市抗灾能力计划”上，

帮助城市构建能应对所有可能威胁的抗灾力。

该专题讨论会的参与者指出，城市和地方政府在发展

减灾管理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和管控城市规划方面做

得相对较好，但在开发金融资源方面仍存在挑战，尤

其是在面向脆弱人群、为企业提供激励和支持方面。

同时，还需要在将风险评估纳入发展规划和执行建筑

条例方面取得更多进展。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强调掌握和衡量减灾抗灾工作的重要性。

-  升级并改善现有工具，从而衡量抗灾能力建设的进

展情况。

-  使用“Risques Nice”等技术获得相关数据和资料，

更好地掌握和衡量减灾抗灾工作。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UNDevelopment @UNDP
5月21日
小企业能为自然灾害后的社区重建提供哪些帮

助？报告：http://on.undp.org/lfhyc #gpdrr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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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经济学：通过减灾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

组织方：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

本讨论会活动提出了“减灾投资促进发展（DR2AD）模

式”和一种分析框架，这些都是能证明投资减轻灾害风

险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益处的工具。这些工具旨在

帮助政府将减灾工作纳入政府的发展政策和计划之中。

该专题讨论会的参与者指出不进行减灾投资，就无法

实现可持续发展。2015 年后发展议程需要将减灾工作

确认为一项基本的发展优先项目。

本讨论会同时强调，实现减灾工作的三个关键利益相关

方是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私

营部门可在减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政府能帮助建立鼓

励私营部门在这一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有利条件。此

外，本讨论会还强调了综合减灾方法的重要性。

据推断，如果 HFA2、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协

议等国际政策框架获取续约更新，那么 2015 年将成为一

次加强全球减灾案例的战略性机遇，因此，需要战略性

地将灾害社区的努力投入诸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等流程。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确保将减灾工作纳入发展议程，使之与 2015 年后发

展议程、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

减灾：从政府到治理

组织方：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NCDR）、全球环境变

化的人文因素计划（IHDP）、IHDP-综合风险管理项目

（IHDP-IRG 项目）、地球表面处理和资源生态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ESPRE）、北京师范大学（BNU）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建议，政府需要转变工作模式，从

灾后响应转变为预防性灾害治理。

对于国家在防灾、减灾、救援和灾后恢复能力方面的

进展，缺乏科学的衡量方法。此外，还需要通过创新

来提升整体意识，从而制定法律框架，落实金融制度

以转移风险，同时还需要发展更强的问责机制。该专

题讨论会还提议采用全面系统的管理框架以应对减灾

治理方面的挑战。到目前为止，在确认减灾工作中存

在有问题、事项和可能采取的措施方面已经作出了大

量努力。

清晰的治理框架结构有助于政府处理这些问题。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开发更加用户友好型的工具和指南。

- 建立减灾联系人架构，以便沟通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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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残疾人纳入进来：加大残疾人对《2015 年后减灾框架》的参与力度

组织方：德国联邦政府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
与德国国际合作协会（GIZ）、国际残障联盟（IDA）
、日本基金会、亚太减灾网络残障包容性组织

（DiDRRN）马蒂沙国际组织

综合报告和 HFA2 磋商会议明确地指出，到现在为止

有关残疾人参与减灾工作多受到的关注太少。2012 年
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亚洲减灾部长级会议取得了迄今

为止最有进步意义的国际减灾宣言，宣言称应将残疾

人纳入减灾工作之中。

该附属活动强调，需要确保在规划和实施减灾措施

时，不遗忘、不丢下残疾人。该专题讨论会还强调了

与地区、国家和地方代表残疾人利益的机构合作的强

烈兴趣，因为他们接触残疾人，具备相关知识，并且

了解残疾人群体。其重点是通过通用设计、无障碍技

术和合理的适应性改造来确保无障碍性，并据此实现

残疾人的全面有效参与。

该专题讨论会推动了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性，包括使

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和其他技术。

该附属活动最后建议使用全社区方法（促进个人和社

区在所有物质、计划和交流方面做出相关努力）， 
以确保无障碍性，并据此实现残疾人的全面有效

参与。该专题讨论会推动了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

性，包括使用信息交流技术（ ICT）和其他技术。

该附属活动最后讨论了如何使用全社区方法让个人和

社区在所有物质、计划和交流方面做出努力。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确保在备灾、应灾和恢复所有阶段的减灾政策和实

践内，实现所有层面的残疾人、残疾人家庭、残疾

人代表组织以及减灾利益相关方的全面有效参与。

-  使用通用的无障碍设施，提高残疾人在减灾所有方

面的全面有效参与。

-  认识到将残疾人纳入进来是一个跨领域的议题，此

举能降低所有受到不相称影响群体的风险，例如妇

女、儿童、老人和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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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住民纳入减灾工作

组织方：公共服务通信中心

该附属活动指出需要使原住民首领及其非原住民伙伴

参与到对话中，帮助理解并减轻灾害风险。本讨论会

指出，原住民不仅拥有自身特有的风险，还拥有与世

界范围内其他社区一样的共同风险。

本讨论会强调了传统本土知识、价值观和文化本身就

是重要的减灾工具，应当纳入减灾战略。本土知识必

须受到尊重并广泛传播。

本讨论会指出原住民社区对环境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极

大的尊重。外部发展实践对其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导致了二次灾害，有时会令传统知识变得毫无用处。

原住民应获取更多的关于这些人为情况的信息，以便

调整其传统知识、备灾和应灾模式，从而实现灾害风

险最小化。

本讨论会强调了原住民获取话语权，帮助减轻灾害风

险、降低脆弱性的必要性。通过加强集中式解决方案

来处理当地问题的实践方法（其中许多已经找到了成

功的当地解决方案）可缓解社区面临的风险，提升社

区挽救生命的能力。原住民应把握机遇制定自己的策

略，并参与到国家和国际政策的制定中来。

针对 HFA2 的建议：

-   通过将原住民的观点与知识融入 HFA2，认识并更好

地利用这些观点与知识。

-   支持建立区域原住民网络，为倡导减灾的原住民提

供话语权。

-   通过各国家平台，倡导原住民应“占有一席之地”，

将原住民知识纳入国家减灾规划之中。

-   在区域和国际平台中为原住民提供参与机会。

减灾：气候变化下的社区抗灾能力建设

组织方：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教会行动、苏黎世保险公司

本活动强调，由于气候变化，气候风险的性质也在不

断变化，这些都为气候风险带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该专题讨论参与者一致认为，这种复杂性需要我

们采用更综合全面的方法，例如在关于所需的信息类

型（季节性预报、长期预测）、参与者（例如政府、

人道主义者、环境发展组织、私营部门、研究机构

等）和决策层（从当地到国家/区域）等方面，综合考

虑减灾和气候变化问题。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详细列出了建设社区抗灾能力的必

要要求，包括将方针制度化并将其纳入主流化的长期

框架的必要性，以及对开发政策和长期融资计划的扩

大和水平维持的需求。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呼吁决策流程应更具包容性，发展

新的更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并应对低下的操作效率问

题（例如，缺乏基层合作）。

针对 HFA2 的建议：

-   敦促政府扩大用于减灾工作中人道救援资金的 
部分。

-   包括具体的、宏大的且可实现的目标与行动，从而

推动减灾工作与气候变化适应之间更好的融和。

-   推动有关参与方法以及对社区优势和长期需求负责

的抗灾能力规划。

-   及时、全面的定制信息，提升早期预警，以便尽早

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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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可用的数据：为所需地区提供必要的风

险信息

组织方：联合国减灾署、全球评估报告（GAR）全球风

险评估伙伴（阿拉伯干旱地区研究中心（ACSAD）、 
CIMA 基金会、CIMNE 财团、饥荒早期预警系统网络

（FEWS NET）、GEM 基金会、澳大利亚地球科学组

织、挪威岩土技术院（NGI）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UNEP-GRID）

本讨论会强调了获取并共享风险信息，以及信息使用透

明化并可供不同人群自由取用的重要性。同时，基于这

些原则，提出了许多举措，例如全球评估报告数据平台。

本讨论会建议，数据共享应包括将这些信息翻译成所有

利益相关者都能理解的不同“语言”（例如术语），并

制作简单的、方便取用的数据分享工具。需要在公共部

门、私营部门、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间开展

更多合作，以获得、分享和理解风险信息。专题讨论参

与者还补充说，这类工具应是开放、免费的，且必须根

据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特定需求和问题量身定制。

针对 HFA2 的建议：

-  确保风险信息可靠、开放、专用、可获取。为确保信

息“可靠”，风险信息应具有前瞻性（概率性），因

此风险信息不仅仅要以特定情境或记录的历史事件为

基础。

-  强调提供科学可靠的风险信息，并使之可供公共和

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自由取用的重要性。

-  提供风险信息以回应来自全球-地方各个方面的特定

问题。

- 使风险信息可被所有利益相关者取用、理解。

生态系统、抗灾能力和减灾：证据

组织方：环境和减少灾害风险伙伴关系（PEDRR）

该附属活动阐述了生态系统在减灾方面的高价值，

并强调这些解决方案可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实施。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证明了沿海生态系统是有效、经济

的减灾解决方案，即便在人口密集地区也是如此。森

林能够有效抵御落石和雪崩，而相同作用的保护工程

实施起来更为昂贵，而且还需要更多的维护。鉴于要

保护的地表，只能考虑采用生态系统解决方案。该专

题讨论参与者证实，生态系统的衰退比起气候变化的

影响会导致保险资金损失更快增长。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指出 HFA 优先事项 4 的进展最

小，因此应继续努力保护并恢复生态系统以减少灾

害风险。

预防环境退化及气候变化相关的其他风险是促进基于

生物措施的生态系统解决方案的途径。该附属活动最

后指出应把目标定位为创建强有力的多学科团队，设

计出符合所有合作伙伴（经济学家、工程师、地方当

局、决策者）希望的响应方案，以便在地方层面上将

正确的信息传递给正确的人，并说明为何及如何解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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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灾害风险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组织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金融倡议项目、联合国减

灾署 - 私营部门顾问小组

该附属活动强调了需要理解整个保险流程（风险理

解、预防、减轻和转移）和保险产业价值链（保险公

司、再保险人、中间商）。大力发挥保险业在减灾中

的作用非常重要。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一致认为在保险业和减灾社区之间

构建更强有力的关系至关重要。由于保险公司和非政

府组织、社区和政府之间缺乏信任，导致无法实现机

遇最大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金融倡议项目（FI）的

可持续保险举措原则有助于填补信任鸿沟，并可用于

促进更大规模的减灾行动。

需要更好地理解并更广泛地分享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方

面的专业知识。这有助于实现风险透明，更好地理解

社区抵抗灾害的脆弱性。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调保险

解决方案不能完全由保险行业执行。

政府更大规模的减灾投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是

保障保险可用性和可购性的有利政策框架。政府和保

险公司合作的主要机遇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方

法、区域划分、土地使用、洪水和排洪系统、建筑条

例、灾害规划、风险暴露数据、保险文化、小额保险

和重大灾害风险保险等项目。本讨论会引用了菲律

宾、加勒比地区、日本和法国等国得到政府支持的减

灾措施和保险举措。

针对 HFA2 的建议：

-  明确保险业在减灾中发挥的作用，并为保险相关解

决方案提供所需的有利环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金

融倡议项目可持续保险举措原则能在推动保险业与

减灾社区合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欧盟灾害管理：政策制定新工具

组织方：欧洲委员会

该专题讨论的参与者强调，包括加强欧盟民间保护合

作在内的欧盟灾害风险管理政策以及抗灾能力议程具

有为 2015 年后减灾框架带来非常具体成果的潜力。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特别介绍了灾害风险预防和管理事项

是如何被纳入许多关键性欧盟政策的，例如交通和能

源、环境影响评估，以及欧盟结构基金支持的投资。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还强调了欧盟对区域性减灾策略和

行动规划（例如，ACP 自然灾害设施）的支持以及整

合抗灾力的长期战略方针，认为这些都是发展合作和

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课题。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调欧盟应与其他国家行动者合

作，并已着手开发了减灾决策的支持性工具和行动计

划。除此之外，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还重点围绕减灾在

知识（欧洲气候变化适应平台）、研究（将科学技术

证据应用到欧盟灾害风险管理政策制定中）和全球气

候变化行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应对知识和数据分享方面的挑战，例如在灾害损失记

录、数据取用和数据系统国际标准推广方面的挑战。

-  加强技术合作和研究，尤其是将科学技术证据应用

到政策制定中的研究。

-  鼓励将减灾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有关主要

政策。

-  制定改善监测和实施情况的方式方法，加强同行审

查等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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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在促进全面风险和灾害管理中的作用

组织方：德国灾害减轻委员会（DKKV）、德国国际合

作协会（GIZ）

该附属活动指出了建立有效的国家灾害风险管理系

统的各种关键成功因素，包括全面处理不同类型灾

害情况的法律框架、从国家到地方层面的有效紧急

行政管理结构（包括水平和垂直的合作机制），以

及明确规则和责任的设置（包括可靠的分散化沟通

和决策线路）。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支持私营部门参与灾害风险和投资

规划，确保连续性规划到位，并与已建立的备灾和早

期预警业务及系统衔接。政府应修订法规，包括针对

私营部门处理和管理风险的激励措施。私营部门应成

为合作备灾方法的组成部分，并在减轻和转移风险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

该附属活动再次肯定了应对重大和大范围风险需要采

用合作的全面风险管理方式，而且各方都拥有广泛的

政治责任，这是一个全球性趋势。国家机构、民间团

体和私营部门需要相互联系其专业知识和策略并保持

同步，帮助管理风险和备灾。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建立关注灾害风险管理系统的有效政府机制，以确

保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民间团体能够利用协同效应

承担各自的风险责任，并协作地开展工作。

-  鼓励适当的减灾行为，强调能力开发和风险意识。

-  鼓励私营部门确认其不同的作用和责任，使其不仅

仅是风险管理能力的提供者。

-  加强有关知识共享、最佳实践交流、应对所有层面

需求的全球和区域性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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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医院更安全：灾害风险管理和社区抗灾力

建设中的重要优先事项

组织方：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国项目事务厅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认为，关键的护理医院是存在受灾

风险的社区的最重要资产，因为医院必须要能在应急

响应期间和灾后提供医疗服务。已经有 50 多个国家

采取了相关行动，让医院在灾害中更安全。该专题讨

论参与者呼吁就建设更安全医院的进展问题进行更好

的全球沟通，尤其是在国家和国际灾害风险管理、卫

生、基建和筹资社区领导人中间开展沟通。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认为，在“全球平台高端对话公报”

的基础上，制定一份有关建设更安全医院的行动计划有

助于加强所有行动者的协作，帮助公共、私营和社区部

门支持国家、医院管理者及运营方进行医院安全（包括

安全和备灾）强化行动的设计、实施和报告。

该专题讨论会强调，所有利益相关方现在就应该在投

资上给予打造更安全医院更高的优先地位，在地方、

国家和全球层面上提供资源，实施相关行动计划，确

保患者和人民安全，保护建筑和设备投资，并确保在

社区最需要的时候能获得服务。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加强医疗卫生系统、相关服务和多部门医疗风险应

急管理能力，包括建设更安全的医院。

-  将建设更安全的医院（包括备灾和安全）作为减灾

行动的优先事项。

-  将医院的环境可持续性与打造更安全的医院行动结

合在一起，在智能医院的现有倡议上采取行动。

实时洪灾预报

组织方：法国政府（可持续发展部之水文气象学服务

中心 – SCHAPI） 

该附属活动认为，实时观察数据对实现河流和洪灾模

型的实时监测具有重要意义。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

调，对于面临洪灾风险的国家而言，维持或增加表面

测量网络和远程感应设施（雷达和卫星）经济资源和

改善用于洪灾危机准备和管理信息都具有重要意义。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还关注了不确定性的量化和环节，

这是改善洪灾模型清晰度、精确度以及提供给终端用

户的信息质量的关键点。

本讨论会会强调必须联系在欧洲洪灾风险管理指令框

架下实施的工作，努力地尽可能精确地将洪灾预报转

变为洪灾发生区域预测。

最后，本讨论会还呼吁加强保护和恢复历史数据，尽

可能多地掌握当前洪灾信息，以便更好地理解气候变

化对于水文灾害的影响，并为未来做出相关预测。

针对 HFA2 的建议：

-  改善综合方法，确保在流域范围内将相关的预防、

预测和保护措施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国家与地方

社区合作方法的一部分。

-  理解风险，完善公共灾害信息，尤其是关于沿海洪

灾和骤发洪水，特别是在风险易发地区。

世界气象组织（WMO） | OMM@WMOnews
MT@UNOCHA，2012 年只有 3% 的人道主义援助

流向防灾备灾领域 - buzz.mw/-sqV_y
#gpdrr13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公共宣传和教育在社区抗灾力建设中的作用

组织方：国际红十字联合会以及红新月会（IFRC）、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拯救儿童、国际

计划组织、联合国减灾署

本讨论会展示了有效的减灾公共宣传和教育计划，该

计划有助于当地社区获取技术和知识，帮助他们做出

明智的决策减轻灾害脆弱性和灾害风险。该专题讨论

参与者强调了教育部的合作作用：推行更好的政策；

强化教育系统；提升公共意识；深入更广泛的社区，

包括失学儿童和残疾儿童。

在教育领域需要采取综合的全面方法来保证教育的持

续性和对儿童的保护，包括应对学校设施安全问题、

学校灾害管理、减灾和抗灾力教育。这些都需要采用

升级版模式，并使用专用资源。

该专题讨论的参与者还强调，应该开发和推广由国家

采用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关键信息，将其作为减灾课

程和公共宣传教育的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倡导领导和实施教育和公共宣传工作的优先地位。

-  推广教育政策、规划和项目，帮助社区减灾备灾。

-  确保对灾害风险教育和学校安全指标以及各层面教

育目标的报告和问责，更好地收集灾害对教育影响

的数据。

-  拉动私营部门、教师以及社会和传统媒体的一起参

与进来。

-  推动良好实践和教育减灾方面经验教训的区域性沟

通和合作，包括区域层面的现有平台。

动物：以创新解决方案构建社区抗灾力

组织方：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以及代表了墨西

哥政府的奇瓦瓦州阿尔达马自治市

该附属活动强调了动物在人类生活和全世界社区中发

挥的关键作用，而且大多数动物都容易受到灾害的伤

害。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调了动物对许多开发议题，

如营养、食品安全、农业产出、财政和社会功能，都

具有巨大的贡献。该专题讨论参与者指出将动物福利

纳入风险减轻措施和计划之中能帮助实现能满足各社

区需求的、具有创新性的、关注解决方案的方法。该

附属活动提供了这种方法的证据示例，包括世界动物

保护协会和墨西哥政府间的合作。

针对 HFA2 的建议：

-  考虑各社区关于依靠动物维持生计方面的需求和

观点。

-  承认并反映动物对食品安全、经济、生计、环境可

持续性以及长期抗灾力的重要性。

-  推动地方、国家和国际政府以及民间团体将动物福

利纳入减灾政策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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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 International） @wspa
5月24日
感谢@联合国减灾署组办这次盛大的会议并帮助

人们更关注灾害中动物！！

#gpdrr13

会议期间他们使用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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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食品安全

组织方：世界粮农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IFRC）、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卫生组织（WHO）协办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敦促，在食品和营养安全方面，将

范式从应灾转变为减灾。此外，本讨论会还认为需要

加强早期预警与明智决策之间有效、透明的联系，以

便及时采取行动。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呼吁将减灾纳入

关键食品和营养安全部门的主流工作，例如农业、水

资源和卫生部门，并采取包含长期愿景的跨部门方法。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调必须以人民和社区作为干预手

段的中心，必须通过推动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联系来加

强现有的能力。这将有助于处理自然环境和生计的多

灾害性和复杂性。此外，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建议增加

并调整投资和资金，为针对食品和营养安全的减灾干

预措施提供支持。

针对 HFA2 的建议：

-  改善人道主义和发展干预措施之间的联系，提升农

业和食品营养安全的风险管理。

-  更好地将预防、备灾、减灾与应灾和重建联系起

来，提供一个支持抗灾能力建设的清晰框架。

-  将风险分析、监测、早期预警和及时决策联系在一

起，锁定最脆弱人群以及导致食品和营养不安全的

问题。

-  加速食品营养安全方面减灾的制度化，例如农业、

卫生和基建等关键部门的减灾制度化。

-  加大减灾和气候变化适应在部门政策、投资规划和

计划方面的整合力度，从而减轻与极端气候事件相

关的突发风险。

多瑙河区域的联合灾害管理、风险评估和抗

灾准备（SEERISK）

组织方：匈牙利政府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调，灾害风险评估对与气候变化

相关的自然灾害的备灾和东南欧城市的抗灾力建设有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针对决策者的风险评估沟通同样

重要。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建议创建一个知识共享机

制，来帮助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政策。灾害风险评估

观念不应局限于灾害管理机构，而是所有的行政机构

和私营部门行动者都要加入这一评估流程。

针对 HFA2 的建议：

-  推动减灾的跨国合作和联合努力。

-  确保减灾的知识和最佳实践的交流/转移。

-  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行动（政府、私营部门、非

政府组织），以便更好地管理和减轻风险、适应气

候变化。

-  推动和谐的区域性灾害风险评估方法。

-  制定一致的风险评估实践和区域规划，而且在规划

时应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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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灾难重建的经验教训

组织方：日本政府、国际防灾复兴机构（IRP）

该专题讨论参与者指出政治领导是推动、协调并实施

共同重建愿景的重要因素。日本、美国和巴基斯坦的

经验显示，如果制定一份包含有制度安排系统和重建

支持功能的重建框架，则可以减轻重建中遇到的各种

挑战。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强调灾前重建计划可作为有

效的重建实用工具。该计划能实现重建行动的有效合

作，并加快统一重建的各方努力。灾前重建计划还有

助于推动协作计划流程，拉动私营部门、社区和其他

重建利益相关者一起参与进来。

针对 HFA2 的建议：

- 使私营部门参与到安置点道重建之中。

- 制定重建的法律和社会框架。

- 使用重建框架来指导地方行动。

- 使用灾前重建计划来降低灾后重建费用。

减轻突发环境事件的灾害风险

组织方：国际绿十字会（GC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技术工业和经济司主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道主义

事务协调办公室环境部门（JEU）与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UNECE）协办，瑞士政府（SDC）赞助

该附属活动强调了将减轻环境突发事件的灾害风险纳

入可持续发展政策、规划和计划的重要性。该专题讨

论地参与者认为关键的优先事项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升

所有利益相关者与减灾相关的工业事故风险意识。参

与讨论的认识还认为，考虑到在过去环境突发事件中

学到的经验教训，应该以在地方层面上减轻工业风险

作为基础。该专题讨论参与者建议在环境突发事件的

预防和准备措施的设计和实施中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社

区的合作。

本讨论会还提出需要进一步强调各行业的参与，尤其

是在与地方层面的工业/化学事故预防和准备的相关

领域。

针对 HFA2 的建议：

-  整合环境突发事件和相关灾害的见解，并将此作为

减轻灾害风险的主要挑战。

-  强调地方层面应对工业和技术事故做到有备无患，

并将其作为一项关键策略。



 

笹川环境奖颁
奖典礼
超过 500 名代表齐聚一堂，向主题为“齐心协力”
（Acting As One）的 2013 年笹川环境奖获奖者
表示祝贺。这一奖项的赞助者日本财团（N i p p o n 
Foundation）主席川阳平（Yohei Sasakawa）先生和
联合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玛格丽塔·华斯卓姆
（Margareta Wahlström）女士将奖颁给了两家共同获
奖机构：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州府贝洛奥里藏特市市
议会和孟加拉国减灾和应灾倡议国家联合会（NARRI）
（这一联合会包括十家国际非政府组织）。

贝洛奥里藏特市拥有 275 万人口，2013 年该城市的市
议会之所以获奖是因为，该机构推动当地居民、公用
事业公司和私营企业开展合作，针对潜在的灾害地区
进行定期检查。来自孟加拉国的共同获奖者 NARRI 之
所以获奖是因为，该组织证明了可以通过合作实现
更大的影响力。NARRI 刊发了大众媒体活动材料，支
持 HFA 监测过程并拉动社区参与减灾工作。德黑兰
灾害管理和减轻组织（Tehran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Organization）因其 Amaken 项目荣获一份表
彰函，Amaken 项目鼓励当地居民和上班族参与灾害
培训以减轻家庭和工作场所的风险。菲律宾礼智省
（Leyte Province）圣伯纳市政府因其在 1.354 名市民
在山体滑坡中丧生后开发出的早期预警系统而被授予
荣誉证书。瑞典卡尔斯塔德市政府和瑞典公民应急机
构被授予荣誉证书，奖励其具有创新性地使用社会媒
体来提升灾害意识，尤其是在洪灾方面。

独立评审小组成员包括：穆拉特·巴拉米尔（Murat 
B a l a m i r）教授、弗兰克 ·麦克唐纳（ F r a n k l i n 
McDonald）博士、罗温娜·海伊（Rowena Hay）女
士，以及萨姆拉·蒂洛隆（Samura Tioulong）女士。
此次颁奖典礼由著名的 Senegales 歌手伊斯梅尔·罗
（Ismael Lo）主持。

在线观看会议：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
programme/ceremonies/view/543

全球评估报告与 

“有形的地球”： 

全球风险经验
竹村真一（Shinichi Takemura）教授演示了“有形的
地球”，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我们的地球所面临的灾害
脆弱性。他要求全球政策制定者们在应对全球人类所
面临的日益增长的风险中展现出更多的领导力。

“有形的地球”发明者竹村教授表示：“重要的不是
技术，而是我们对于地球未来的想法。”他展示了平
板电脑使用者们现在如何连接到联合国减灾署的新型
互动数字版全球评估报告。他还补充说：“我们处于
减灾沟通方式的新时代。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习惯，
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我们为自己创造的风险，例如发展
中世界的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风险。”

“有形的地球”的使用者可以浏览并了解地球的情
况。“有形的地球”能生动地显示科学数据，例如地
震和海啸易发区域、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进程，生物
多样性和更多信息。平板电脑用户能将全球评估报告
（GAR）上传至“有形的地球”免费应用程序，然后
将平板电脑对准打印版 GAR13 报告上的不同图标，这
些图标将把用户引向增强版内容，包括动态地图、风
险情景、灾害地图、视频、照片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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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笹川环境奖获奖者 / 照片：联

合国减灾署

竹村真一先生在减灾全球平台会议期

间展示“有形的地球”/ 照片：联合

国减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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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
社区空间
作为一项创新，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 4 次会议举
办了一场专门的“教育和社区空间”活动，这一活动
迎来了 25 项由教育从业者和社区组织提供的干预措
施。在开放式对话区域进行的演讲包括大量推广减灾
知识和社区层面实施措施的创新型公共宣传材料和教
育方法。

该活动还展示了许多与将减灾、气候变化适应和减少
贫困整合在一起的相关培训课程和最新工具套件。此
外，该活动期间还展示了有关减灾的参与性视频、游
戏和音乐，促进大量利益相关者（包括儿童和教育从
业者之间）进行非正式互动。吸引人的木偶剧（“灾
害的故事”）和印度尼西亚聋儿表演的演出也受到热
烈欢迎，帮助推广创新型减灾教育和宣传技术。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将 
“教育和社区空间”打造为一个生动的互动式
减灾交流平台。相关合作伙伴包括关爱荷兰组
织（CARE Netherland）、荷兰红十字会（Red 
Cross Netherland）、 IFRC、国际计划组织
（Plan International）、WHO、PEDRR、No 
String International、Pro-Planeta、RCRC 气
候中心、ASB 印度尼西亚（ASB Indonesia）
、马蒂沙国际组织、国际克里斯朵盲人协会
（CBM）、日本财团、URD 集团、瓦赫宁根大
学（Wageningen University）、格罗宁根大学
（University of Groningen）、Alps Tyrol 和联
合国减灾署。

联合国减灾抗灾
领导大会
在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间隙举办了联合
国减灾抗灾领导大会。

联合国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召集了这次会议，并邀请
了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的行政首长以及参加全
球平台的联合国当地协调员参加了会议。该讨论会得
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SRSG）玛格丽
塔·华斯卓姆（Margareta Wahlström）的协助。

这次会议为在联合国领导之间讨论实现行政首长协调
会以及 2013 年 4 月由联合国各行政首长签署的联合国
减灾行动计划高层委员会方案（CEB/HLCP）所需的步
骤提供了机会。

联合国领导会议为以下活动提供了两项建议：

  1.  联合国副秘书长邀请特别减灾代表和联合国发展组
织向联合国副秘书长提供详细联合国行动计划实施
建议。

 2.  联合国减灾署应在联合国行动计划的支持下获得
来自合作伙伴的行动承诺，相关的负责机构应给
出可实施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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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或由瑞士政府组织在 2013 年 5 月 24 日星期

五组织，旨在直接观察风险易发环境中存在的威胁、

挑战和机遇，并体验减灾的实际状况。

超过 230 名与会者参与了此次罗纳河谷游览活动，探

索了洪灾和地震减灾等方面的风险管理措施和创新。

在为期三天的游览中，活动组织者为参与者们介绍并

描述了雪崩保护措施、早期预警系统、疏散方案以及

备灾和重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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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活动

会议中心增设了场地以容纳本届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
台第四次会议增加的展位。作为大会的最后一项，来
自 38 个政府和组织的参展商获权介绍并展示了其减灾
相关项目、产品或创新观点。

除下列清单外，还可在以下网址获取大量有关市场活
动参展商的信息和关键文件：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
gramme/marketplace

1 全球风险论坛

2 可持续灾害风险管理的包容性抗灾力

3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4 性别与灾害网络

5 世界气象组织

6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7 安第斯灾难预防处理委员会

8  荷兰

9 健康与灾害风险管理

10  灾害减轻民间社会组织的全球网络

11 国际航业控股株式会社

1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3  印度尼西亚

14  IGAD 气候预测与应用中心（IC PAC）

15 应急能力构建项目

16 海外发展协会 / 气候和发展知识网络

17 中美洲预防自然灾害协调中心（CEPREDENAC）

18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19 黎巴嫩

20 国家灾害管理研究所，印度

21 环境与减灾的合作关系/抗灾合作伙伴

22 法国

23 加勒比灾难应急管理机构

24 环境系统研究机构

25 太平洋灾害风险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网络

26 欧盟委员会

27 瑞士

28 孟加拉国：构建抗灾力

29 世界银行 - 减灾和重建的全球性机构

30 德国

31 增强城市抗灾力

32 联合国人居署

33 气候变化中的儿童

34 非洲灾害研究中心

35 联合国粮农组织

36 卢森堡

37 减灾早期预警技术

38 联合国减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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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 星期二

11:00  评估面对自然灾害的社区抗灾力 
 莱奥·穆勒（Léo Muller），法国全国民防最高委员会

11:15  哥斯达黎加：打造洪灾社区抗灾力
 胡安·卡洛斯·法拉斯（Juan Carlos Fallas），国家气 
 象研究所，哥斯达黎加

11:30  无资料河流的洪水监测
 比阿特丽斯·里维拉·罗梅罗（Beatriz Revilla Romero）， 
 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环境与可持续性研究所

11:45 印度尼西亚巴东的海啸疏散公园
 布莱恩·塔克（Brian Tucker），国际地质灾害

12:00 超高分辨率的全球气候模型：越南洪水风险
 杜怀南（Nam Do Hoai）,日本东北大学，日本

12:15 直面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双头龙
 雅罗斯拉夫·米西亚克（Jaroslav Mysiak），马特艾 
 基金会，意大利

12:30 瑞士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国家协调机制模型 
 加布里埃拉·西兹（Gabriela Seiz），MeteoSwiss（瑞 
 士国家气象服务机构）

12:45 HFA 后过程中唯一的卫生方针 
 马克·斯塔尔（ Marc Stal），全球平台

13:00  气候支持机构：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定制
 短期技术援助
 曼努埃尔·哈奇斯（Manuel Harchies），气候支持机 
 构（Climate Support Facility），比利时

13:15  巴塞罗那基础设施与服务供应抗灾力委员会（TISU）
 玛格丽塔·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Margarita  
 Fernández-Armesto），巴塞罗那市议会

13:30  印度尼西亚安全学校

13:45 根据星载数据进行减灾地表运动测量
 阿兰·阿诺德（Alain Arnaud），西班牙阿尔塔米拉信 
 息组织（Altamira Information Spain）

14:00 社交媒体和灾害管理
 汤姆·奥贝·米瑟（Tom Obey Measor），国家紧急管 
 理机构，尼日利亚

14:15 具有竞争性和抗灾力的公司
 洛伦佐·卡雷拉（Lorenzo Carrera），地中海气候变 
 化合作中心，意大利

14:30  为何灾害问题必须成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 
 一部分
 汤姆·奥贝·米瑟（Tom Obey Measor），国家紧急管 
 理机构，尼日利亚

14:45 构建抗灾力 - 实践指南
 安妮·卡索顿（Anne Castleton），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15:00 加强欧洲风险管理合作
 杰隆·阿尔茨（Jeroen Aerts），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15:15  注意您身边的风险 - 奥地利减灾互动游戏
 马克西米利安·里德，阿尔卑斯地区，奥地利

15:30 哈佛研究生院设计、风险和抗灾力项目
 乔伊斯·克莱因·罗森塔尔（Joyce Klein Rosenthal）， 
 哈佛设计研究院

15:45 减灾可以成为一件有意思的事：游戏在减灾中的作用
 凯利·哈威欣（Kelly Hawrylshyn），英国计划（Plan 
  UK）

16:00 将残疾人纳入基于社区的减灾工作
 瓦莱丽·谢乐（Valérie Scherrer），内含残疾人的比 
 利时减灾网络

16:15 面向地方政府的减灾培训讲师网络
 艾芙琳·埃兰（Evelyne Allain），法国重大灾害与环 
 境保护培训讲师研究所

16:30 用于有效社区备灾的科学天气信息
 恰卡·卡曼伽（Tchaka Kamanga），马拉维基督教援 
 助组织

16:45  通过公私合作和体育的力量打造社区抗灾力区
 - 从日本地震中学到的教训
 Sakura Sato、Michio Shito、Toshiaki Murasato 和 
 Wataru Kitahora，NPO Folder，日本

17:00 寻求安全的人群
 理查德·古兰德（Richard Guillande），SIGNALERT 
 （法国投资咨询公司），法国

17:15 老挝 PDR：国家灾害数据库与减灾国家评估报告
 瓦莱彭·西索旺（Vilayphong Sisomvang），国家 
 灾害管理办公室，老挝 PDR；阿斯拉姆·帕瓦茨 
 （Aslam Perwaiz），亚洲备灾中心

星火讲坛

继 2011 年星火讲坛燃起的热情之后，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延续了这一 15 分钟活力演讲的理念。此次讲坛共包

括 73 个聚焦减灾和相关主题的新话题，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设计的风险和抗灾能力项目、东日本大地

震中的残疾人、抗灾歌曲以及许多其他话题。

所有演讲如下所列，同时还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观看相关视频录像：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ignitestage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ignite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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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 星期三

9:15  KULTURISK - 评估风险预防的收益
  皮埃尔帕罗·坎波斯特里尼（Pierpaolo Campostrini）， 

研究活动协调会社（Consortium for Coordina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CORILA，威尼斯

9:30  火灾/灾害管理：预防重于重建
  克里斯托弗·马里恩，马里恩火灾与风险咨询责任有

限公司

9:45  阿尔及尔旧城区的传统地震风险减轻方法
  吉拉里·皮诺阿（Djillali Benouar），阿尔及利亚胡阿

里·布迈丁科学技术大学

10:00 气候风险管理的缺陷评估与决策支持系统
  罗德尼·马丁内兹（Rodney Martínez），厄瓜多尔厄

尔尼诺现象国际研究中心

10:15 具有反应力国家的当地市民平台
 米希尔·约希，SEED 印度 / 亚洲减灾和反应网络

10:30 聋人、重听人士与无障碍 - 日本地震
 乔伊·松崎（Joe Matsuzaki），日本宫城教育大学

10:45 全球风险评估所用的全球曝光地图
 丹尼尔·欧利希（Daniele Ehrlich），欧盟委员会，
 联合研究中心

11:00 GIN—位于瑞士的专业的自然灾害联合信息平台
  萨拜娜·斯坦纳（Sabina Steiner），瑞士发展与合

作署

11:15  不丢下一个人：为听力障碍人士采用实用的非语言
减灾措施

  亚历克斯·罗兵逊（Alex Robinson），残疾人参与的
亚太减灾网络

11:30  生物权利：社区激励措施和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方法
 安妮·te·莫德（Anne te Molder），抗灾合作伙伴联盟

11:45 印度安得拉邦以儿童为中心的减灾措施
  古鲁度特·普拉沙德·梅达（Gurudutt Prasad Meda），

印度沿海地区减灾工作组织（Coastal Area Disaster 
Mitigation Efforts）

12:00 东日本大地震中的残疾人
 原田澈（Kiyoshi Harada），日本残疾人论坛

12:15 以灾害风险管理为目的将科学与政策相结合
 简·罗温斯（Jane Rovins），中国灾害风险综合研究

12:30 抗灾行动方案的公开数据
 约翰·克罗利（John Crowley），世界银行

12:45  抗灾歌曲
 夏洛特·弗罗斯（Charlotte Floors），抗灾合作伙伴

13:00 全球地震模型：合作构建减灾知识库与工具
 妮可·科勒（Nicole Keller），全球地震模型基础

13:15 政府与减灾：
 联合国减灾署议员减灾咨询小组

13:30 复原前线工作人员的连接解决方案
 玛丽安·多文（Marianne Donven），卢森堡外交部

13:45  为了客观、透明且以事实为基础的全球人道主义风
险指标

  安托尼·克雷格（Anthony Craig），世界粮食计划署
与汤姆·德·格洛维，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

14:00  为基于科学的 DDR 而达成的学术—商业—非政府组
织（NGO）合作关系

  凯特·克罗利（Kate Crowley），CAFOD，代表梅勒
妮·邓肯（Melanie Duncan），英国 Aon Benfield UCL 
灾害中心

14:15 缅甸：开发灾害管理培训课程
 苏迪赫·库马尔（Sudhir Kumar），亚洲备灾中心

14:30 PERIPERI U - 致力于增强非洲人民面对风险时
 抗灾合作伙伴
  吉拉里·皮诺阿（Djillali Benouar），阿尔及利亚胡阿

里·布迈丁科学技术大学

14:45  通过知识管理将减轻灾害风险与 CCA 整合在一起
  迪尔鲁巴·海德（Dliluba Haider），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15:00 什么使小农具备抗灾能力？
  哈吉特·辛格（Harjeet Singh）与杰西卡·法雷洛

（Jessica Faleiro），国际行动援助

15:15 使用全球数据库聚焦灾害风险管理
  艾米丽·怀特（Emily White），梅波克洛夫 

（Maplecroft，一家英国风险管理公司）

15:30 灾害风险管理新知识非洲中心
 灾害风险管理非洲中心

15:45 安全学校俱乐部网络
  安吉·努库尼塔（Anggi Nurqonita），SCHOOLALU-

TARRAHMI，印度尼西亚

16:00 减灾可以是件有意思的事！
 Bruno Haghebaert，荷兰红十字会

16:15 抗灾能力构建：夹层玻璃用于加强保护并提高 
 安全性
 乔纳森·科恩 （Jonathan Cohen），杜邦

16:30 印度城市交通图
 Piyush Rout，地方治理网络

16:45 呼罗珊省马什哈德市的活动 - 措施、影响和减灾
 Mohammad Reza Akhavan Abdollahian，
 呼罗珊省建筑工程组织

17:00 Acciones emprendidas al cumplir los 10 años de la  
 inundación en la ciudad de Santa Fe, Argentina
 Andrea Valsagna，Gobierno de la Ciudad de Santa  
 Fe，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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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 星期四

9:15  阿拉伯地区的减灾行动方案与千年发展目标
  法迪·哈姆丹（Fadi Hamdan），黎巴嫩灾害风险管

理中心   

9:30  自然灾害引起的位移管理
  努诺·努涅斯（Nuno Nunes），国际移民组织

9:45  森林土壤板结如何影响气候变换
 斯蒂芬·瓦洛（Stefan Valo），斯洛伐克 Gratax

10:00 当地创新：减灾的未来
  凯特·克罗利（Kate Crowley），英国明爱（CAFOD 

UK）

10:15 东日本大地震中民间团体取得的经验教训残疾人
  小簑剛（Takeshi Komino），日本基督教世界救济会

（Church World Service）

10:30 Krisoker Sor – 孟加拉国农民的呼声
 Zakir Md. Hossain，孟加拉国农民的呼声 

10:45 突发环境事件的地方预防措施
  弗拉基米尔·萨哈罗夫，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

11:00 儿童与减灾
  贾斯明·伯吉斯（Jazmin Burgess）变化气候中的儿

童联盟

11:15 风险识别与评估的科间研究 - 危地马拉案例研究
  曼露埃拉·费尔南德斯（Manuela Fernández），洛桑

大学

11:30 合作关系与减灾：来自太平洋地区的观点

  迈克尔·哈特菲尔德（Michael Hartfield），新西兰外

交部

11:45 UNEP/ OCHA 介绍突发环境事件中心

  蕾妮·克里斯滕森（Renée Christensen），UNEP/ 
OCHA 联合环境规划署    

12:00 减灾的信息和知识管理

  尤塔·梅（Jutta May），应用地球科学与技术部太平

洋共同体秘书处

13:30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创建成功的由国家领导的灾害风

险管理项目
 Jolanta Kryspin-Watson，世界银行

13:45 惠灵顿-模范城市

  克里斯·卡梅伦（Chris Cameron），新西兰惠灵顿市
政府

12:45  抗灾歌曲
 夏洛特·弗罗斯（Charlotte Floors），抗灾合作伙伴

14:00  通过 GFDRR 传播知识马卡迪、基多与加德满都城市

间分享减灾的举措
 Violeta Somero-Seva，菲律宾马卡迪市

 

儿童在星火讲坛上传递重要的信

息/联合国减灾署照片



与市长和地方政府的磋商会

I. 介绍

以下内容是各地方政府作为“构建城市抗灾力”活动

的成员在参加减轻灾害风险全球平台会议期间提供的

积极意见。这些建议意见来自于磋商会、双边会谈以

及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会议。共有 200 多位市长和地

方政府出席了减灾全球平台会议。

II. 主要建议意见

HFA2 必须体现城市发展和政治挑战：对于发展中国家

城市而言，这些国家城镇化速度极快，正在经历社会

冲突和变迁，因此很难界定减灾议程。而且，不断增

长的城市人口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年轻人

失业问题以及基本服务的匮乏（水、卫生设备等）都

加重了城市的社会压力。

建议：HFA 及未来的框架应考虑采用范围更广泛的“抗

灾力”议程，来反映城市人口和地方政府将面临的日

益增加的挑战。而且还需要考虑“灾害风险”议程之

外的其他议程。

HFA2 应关注长期规划（20-30 年）：非正式居所 
（贫民窟）数量的增加是世界范围内城镇化发展迅速

的国家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绝大多数（75%）非洲

国家的市政府提到“非正式居所”是他们面临的最大

问题。与贫民窟数量增加相关的挑战是指人们常常将

减灾置于经济发展的次要位置。因为两者被视为不同

的挑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地方政府需要平衡市

民的要求，以便为重大问题提供及时的解决方案，

同时还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避免同样的错误重复

发生，避免加剧现有挑战的难度。所需的解决方案

包括：安全开发土地和住房；加强资源管理；建设学

校、医疗卫生设施；普及公共卫生、自来水以及其他

市政服务。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合理的规划指导。

建议：HFA2 应重视长期规划与发展的进程。10 年的规

划发展框架太短，应该制定 20-30 年的框架。

减灾的驱动因素 - 不应总是资金问题：让减灾成为主

流思想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有效利用和配置资源

的方法。为了让减灾成为主流思想，必须分级工作。

地方政府需要避免灾害管理循环周期的想法。

部门方法：交通、废物处理、土地使用规划等是将减

灾工作合并到市政规划和预算中的一种方法。总的来

说，地方政府应注意减灾工作的以下主要需求：

-  部门方法：例如交通和土地使用规划。

-  可以使用更有效的工具和评估方法来评估减灾和防

灾的力度。

-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和技术专家之间，应增加知识共

享和培训。

建议：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将菲律宾的做法视为一种范

例（国家预算的 5% 用于减灾工作），同时关注建设

技术能力——特别是通常在人力资源和专业技术方面

有限的地方层面。

社区参与至关重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资源，授

权社区参与减灾工作以便支持他们形成对灾害风险

的适当应对方法，从而实现减灾或提升抗灾力的目

的，而且社区的抗灾力还应与社区所特有的情况相匹

配。如果支持的社区数量众多，需要有可以利用的资

源和资金。我们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并且向其他社区

学习。

建议：增强社区的防灾能力，同时确保地方政府在操

作上做好抗灾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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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天的会议期间，召开了 40 多场磋商和预备会议，以解决与减灾和 2015 年后框架（HFA2）相关的一系列

广泛议题。以下为利益相关者就 HFA2，与市长、地方政府、社区、政府间组织、国家级平台、非政府组织、

民间团体以及私营部门之间的协商报告。

磋商会议



未来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 - HFA2 必须反映气候变化、

土地和环境恶化以及自然资源所受到的威胁：我们更

进一步认识到的关键问题包括：我们所面临的风险范

围广而且种类多样；风险意识水平不高；对风险的认

知不断变化。许多社区经济无法复苏，还有许多社区

必须重新安置。气候变化将使情况更加恶化。居住在

沿海地区或附近的城市正面临着许多风险。所有的城

市地区都有可能遭受更极端的水旱灾害，这将危及城

市供水，并迫使人们生活在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下。我

们必须在实施城市规划和基础建设的实践中重视抗灾

能力建设，例如建造堤坝、水坝以及其他基础设施。

建议：任何新的国际框架都必须反映气候变化和城市

地区环境，因为在未来 30 年我们将遭遇极端气候变化

的影响——而据预计，届时将有 80% 的世界人口居住

在城市之中。

III. 重要建议概述：

-  创造机会，让地方社区从事减灾工作，并赋予他们

改善减灾成果的决策权。

-  采用地方和地区风险诊断和信息系统（经过更新，

并确保功能充分），找出地方政策和项目内所包含

的所有类型的薄弱环节和风险情况。

-  促进地方和地区政府间的去中心化合作和战略联

盟，就减灾和抗灾方面加强对良好实践方法和经验

的交流。

-  通过各个层面的教育来促进提升抗灾力文化，并

且将这一主题纳入在有大众媒体参与的公开辩论

议程内。

在支持以上工作时，各地方政府认为需要：

-  重视实用的指南和标准，将它们作为共识性准则，

包括在城市设计和建设方面。

-  为市政当局制定一种让社区团体、公共及私人机构

都参与进来的方法。

-  在内部寻求解决方案。不应只从外部期待抗灾资

源，同样也应从本国或国际寻求来源。地方政府应

该为内生资源努力创造并提供创新方法。

-  系统地促进透明文化和良好治理。

-  重申联合国减灾署不仅是通过让城市参与的方式，

而且是通过致力于行动、确保地方评估在各地区实

施的方式来“构建城市抗灾力”。

-  让学术机构参与进来，支持城市活动。

-  确保恪守政治承诺来支持地方层面的实施工作。

-  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城市的最佳实践。

-  在地方层面让私营部门参与减灾项目。

-  确保地方政府关心的问题会体现在 2015 后的磋商议

题内。

-  通过地方参与者增加承诺为（地区）城市网络重新

注入活力。

-  关注地方行政管理的各个层面（包括高层官员）的

能力建设，从而促进减灾工作的发展。

-  促进城市间相互学习、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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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的磋商会

2013 年 5 月 19日和 20日，首个社区实践者学会在

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减灾署全球平台会议上举行了一

次预备会议。大会由基层妇女国际协会（GROOTS 
International）、怀柔委员会、联合国减灾署、世界银

行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机制（GNFDRR）、教会行动、

行动援助、日本非政府组织国际合作中心（JANIC）、 

天主教救济和发展援助组织（Cordaid）和乐施会

（Oxfam）召集，该学会计划与来自各自组织机构网

络的社区实践者共同合作规划。

来自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萨

摩亚、海地、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秘鲁、

智利、委内瑞拉、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美国

等 17 个国家的 45 名社区实践者参加了为期 1 天半的联

合国减灾署全球平台的首次社区实践者学会。我们的目

标是将社区的心声坚定地带到依照传统不会邀请我们作

为专家参加的会议地点。在此次学会上，我们分享了通

过地方、国家和地区行动来建设社区抗灾减灾能力方面

的经验和最佳实践方法。我们还介绍了我们是如何应对

干旱、地震、火山喷发、土地瓜分、热带风暴、洪水、

海啸、核爆炸、环境恶化、气候变化、人类、牲畜、庄

稼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流行病等灾害的，这些灾害经常集

结而来，不间断的产生危害。通过交流，我们注意到在

社区抗灾能力一词成为流行语的几十年年，甚至在灾害

袭击我们社区以前，我们就一直在通过组织和社区发展

来建设社区的抗灾能力。

正如在我们学会的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

玛格丽塔·华斯卓姆（Margareta Wahlström）所说的那

样：“社区已经组织有序。”的确，学会参与者已经

组织了小农户协会、非正式居所居民协会、乡村减灾

委员会、储蓄和信贷协会组织、国家和国家教会网络

以及地区和全球实践者平台。通过这些协会，我们已

经为环境保护启动了储蓄与贷款方案，领导社区管理

垃圾和用水管理，种植经济作物种植和耐旱粮食，采

用土地管理的新形式。我们还对社区资金进行了集中

和分配，通过沙坝蓄水减轻旱情，重新定位国家减灾

政策和国家再造林政策，以促进社区参与减灾活动。

总而言之，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减灾，也是为了改

变既定的发展模式 - 从基层开始（自下而上）。

依靠地方和国家政府官员、学者、发展专家、捐赠者

的支持以及促进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我们作为社区的

实践者在学会上承诺明年会实行以下几点：

我们同意继续参加会议，加强与其他社区的联系并在

各地区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着眼于在国家和

地区层面建设社区实践者平台，将其作为一项战略来

扩大我们的网络联系、意见、实践和影响。这些以社

区为导向的平台将在利益相关群体范围内为相互学习

和知识交流奠定基础。总的来说，我们同意为加强基

层妇女组织间的联系和决策继续做出投入，因为基层

妇女常常是贫民社区中社区抗灾能力的设计者和建设

者。我们也承诺建立领导层为社区导向的抗灾壮大我

们的活动。

我们将以全球社区实践者平台的形式齐心协力，开展

合作，帮助在地方推行 HFA，帮助制定 HFA2，以便让

社区：

-  更好地应对当地的、周期性（每天）灾害以及人为

灾害（发展的副产品）；

-  抛弃不完善应急响应系统，加强社区抗灾预防

建设；

-  认识到社区拥有经验、专业知识以及本地知识，这

些都应该用于抗灾建设，而不是被忽视；

-  通过要求和激励社区参与减灾和抗灾能力建设的全

球政策来否定墨守成规的公共管理和政治领导；

-  通过与地方当局和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直接为

社区的减灾和抗灾能力建设提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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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间组织（IGO）的首脑磋商会

1.  在次区域层面加强政府间组织对开展减灾工作的支
持力度，相关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

-  增强各国首脑的抗灾意识（例如，减灾工作对切实
的国家稳定至关重要）。

-  针对灾害风险管理和对支持成员国（非洲联盟）的
灾害风险管理方案/项目的需求，在政府间组织内设
立专门的机构性机制/组织。

-  鼓励成员国在制定常规发展议程时，加入减灾方面
的内容。

-  建立政府间组织的法律基础，以加强减灾工作
（SAARC）。

-  促进跨部门的实施和协同效应（ASEAN）。

-  跨地区网络联系、学习和分享最佳实践方法有助于
增强政府间组织对各个国家的支持。

2.  政府间组织能够在减灾和加强与东道主国家之间的
联系方面优化并支持地区平台/部长会议的合法性：

-  地区平台的作用是加强联系、交流和协调。该方法
需要在各个层面贯彻执行：国家、地区和全球。

-  地区平台由政府拥有。需要加强国家层面对地区平
台的所有权。应首先确保政府对减灾工作采取行
动。政府间组织的行动应该是以需求为导向的，这
一点非常重要。

-  需要更广泛的合作关系：需要主动去接触其他利益
相关方，并确保他们（私营部门、民间团体等）的
声音得到倾听；确保各个国家，特别是一些小国，
发出更强的声音，联合网络具有相关的成功经验（
太平洋地区）。

-  实践证明通过以国家、联合国、技术机构、民间团
体等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来引导地区平台是成功的。

3. 如何加强国家首脑的抗灾减灾意识？

-  需要证明进行减灾或不进行减灾会带来怎样的成功
或失败。举例说明减灾是一项投资，而不仅仅是一
项具有一些成本效益的支出。这里有足够可以拿来
使用的证据。

-  确保在国家首脑峰会开始之前提出减灾问题。事先
需努力说服各国身居要职的部长们：特别是财政
部长。

 4. 政府间组织在 HFA2 上的主要优先事项会是什么?

-  继续实施 HFA。而 HFA2 则必须填补目前存在的不足。

-  HFA2 的重要议题包括：改善管理、资源、能力培养、 
城市风险、干旱和沙漠化、人为灾难、灾害风险跨
境评估和管理、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是关键（这不
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  HFA2 不应被认为是一份文件，而应该是一个希望吸
引其他非传统规划部门参与的发展框架。

-  这份文件中的利益相关者角色需要更加突出并分
别对待。学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更多地参与
进来。

-  HFA2 需要更多的问责机制，不仅是针对政府的问责
机制，还有针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问责机制。HFA2 
应当有更多强有力的指标。应当审查现行 HFA 监测
体制的地区指标和国家指标。HFA2 可以是以目标为
基础的。HFA2 需要阐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战略，
还需要对标准化监测和评估进行改进。需要在 HFA2 
的监测流程中将同行互审明确包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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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平台的磋商会

此次磋商会意识到需要在 2015 之前增加国家平台的数

量。为此，确定将以下紧急优先事项纳入 HFA2 的组

成部分。

治理

-  为了更好地明确责任和进行管理，迫切需要分清各

国家平台的角色、授权及责任范围。

-  建立国家平台的法律基础，以便在国家层面上为减

灾加强国家平台的合法性和领导力。

-  国家平台代表的是横向与纵向协调的中心。

- 国家平台是解决多部门挑战的有效工具。

- HFA2 应始终是一个灵活的框架。

-  国家平台是在与联合国国家工作组的密切协调与合

作下，为国家层面开展的减灾工作提供支持的关键

机制。

2015 年以前国家平台在 HFA2 中的角色和各项活动

- 提高国家平台对减灾的宣传能力。

-  国家平台应该是分享减灾经验和优良实践方法的中

心点。应鼓励国家平台为减灾工作开展活动（支持

全球减灾活动），更好地利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的

可用资源（指导方针、优良作法、检测结果），加

强国家平台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从而有效地实施减

灾工作。

-  促进将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应用到减灾政策的

决策过程。

-  更好地使国家层面上的气候适应工作成为主流并进

行整合。

-  国家平台在国家进程审查过程协调和同行互审中应

当发挥主导作用。

-  国家平台应帮助提升和加强妇女在减灾工作中的领

导作用。

伙伴关系建设

-  国际国内的合作伙伴呼吁，应该对国家平台作为减

灾协调工作的独特机制拥有更完善的认识。只有国

家平台才具有促进减灾活动有效协调和统揽全局的

能力，通过减少重复项目和财政拨款来更有效地规

划减灾活动。

-  国家平台还是帮助缩短国家和地方层面之间差距

的独特机制。应加强国家平台与当地社区的合作

参与。

-  还需要发展国家平台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参与。因为

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平台包括了私营部门。

-  鼓励通过结成网络的方式（例如，通过建立区域性

国家平台网络或结成对的方法），不仅在国家和地

方层面上，还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上，建立强大的合

作伙伴关系。

-  为了更好地明确并克服挑战，强烈鼓励实行国家进

程中的同行互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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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议会议员的磋商会

各国议会联盟（IPU）与联合国减灾署共同组织了减灾

立法者和治理会议。该磋商会聚集了来自 26 个国家和 
4 个地区性议会的众多议员。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减灾

治理问题，并应获得各国国会议员对 HFA2 的承诺。

参加磋商会的人士同意：鉴于气候变化和减灾是一个

对人类具有深远影响的议题，议会议员是宪法规定有

权代表人民说话的唯一利益关者，他们的身份非常特

殊，而且可立即对他们选民的生活产生影响。以社区

为基础的行动应当是减灾工作的起点。因此，通过

与选民们一起行动，同时代表他们采取行动，全球 
45000 名议员可以从基层吸取经验，并将其用于制定

立法、分配资源和确保法律的实施。

我们迫切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许多国家都看到灾

害形式正在不断变化，正在从高频率、低影响力灾害

或低频率、高影响力灾害向高频率、高影响力的灾害

转变。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跟上灾害重建方

面的支出，因此必须将灾害预防、抗灾能力建设和减

灾方面的支出作为一种投资而非成本。

为了产生所需的凝聚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地

方、国家或地区层面加强对减灾工作的管理，以便让

致力于减灾的个人和团体能够协同工作，将科学技术

和知识转化为切实的政策。

教育和规划在防止自然风险演变成自然灾害方面非常

重要，特别是在受人口过剩和城镇化影响的地区。议

会议员有条件确保在基层采取相应的行动，将各个

方面纳入规划之内，例如教育、卫生、农业和区域 
划分。

针对 HFA2 的建议：

-  对于 HFA、后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

来说，2015 年都是关键的一年。

-  议会议员应被视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现行的 HFA 
只对各国政府提出了要求；HFA 应当是一个建立在广

泛基础上的约定。

-  议会议员在促进协商和实施 HFA2 方面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  应从地方、地区、国家和国际层面加强减灾管理。

特别是针对跨境问题，相互协调是必不可少的。

-  减灾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者紧密相连；应该特别

关注包括残疾人、儿童和妇女在内的弱势群体。必须

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时的重要性。

-  议员享有人民直接赋予的权力，必须使用他们所能获

得的工具来增强对减灾的理解，同时加强减灾治理。

-  减灾治理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以下几点：制度框

架、监管架构、立法、监督、透明及问责制，以及

授权和包容性。

-  为了发展并分享我们的观点和技术，各国议会联盟

对创建最佳实践方法和经验数据库、建立模式和做

出决议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

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磋商会

1.  国家政策须加强社区的抗灾能力，重点放在小规模

经常性（“日常”）灾害上。

2.  范围：2015 年后的减灾框架须反映出风险多方面的

相互依存性（多灾种方法须涵盖自然灾害和冲突等

人为灾害）。

3.  提倡在与其他部门一起解决脆弱性潜在原因时采用

一体化的综合方法，并进行战略联系，同时推进 
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多部门、跨境）。

4.  在所有层面通过更健全的问责机制和提高透明度来

巩固政治承诺

 a.  国家和地方基准线、指标、监督和遵约机制。

 b.  通过与人权框架及其他国家法律明确挂勾，使减

灾框架具有法律约束力。

5.  优先考虑最易遭受风险的人群以及边缘人群（包括

阐明脆弱程度差异性的原因）。

6.  加强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提倡

让受灾人口参与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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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私营部门的磋商会

问题：

1. 我们如何在未来的 30 多年里以 HFA 为基础开展减灾

工作，同时保证我们能够设计出可以减少灾害损失的

思路？

a. 企业表达了他们对 HFA 的期望：HFA 不仅仅是一个

全球框架，还是一份实施具体工作的指南。其中强调

了全球抗灾应从地方开始采取行动。私营部门是重要

的利益相关方，能在地方一级为减灾工作的具体实施

做出特别的贡献。

2. 您认为如何有效鼓励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做出承诺？ 
谁的参与最关键？什么是保证新决策模式最有效且最

合适的机制？

a. 私营部门强调需要增加私营部门在减灾中的协调性。

该协调参与必须在地区层面得到促进。

b. 私营部门能够且必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增强在

减灾和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意识。在业内同行、公共

部门和社区之间提高这方面的意识被认为是抗灾工作

的第一步。

c. 需要为所有为社区抗灾做出贡献的参与者营造一个有

利的环境。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各企业都强

调私营部门要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在为减灾和适应

气候变化做贡献方面走得更远。重点在于确定双赢的

局面。

3. 需要在 HFA2 框架内完善各项减灾行动的实施情况。

特别是在地方层面上为减灾实施工作创造有利环境，

您认为怎样的机制、工具或方法最合适？

a. 需要加强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对话，并增强两者

之间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提高公共及私营部门的

抗灾能力，激励进行长期投资。凭借定义明确的角色

和责任，可以弥补短期和长期投资回报之间的差距。

b. 突出强调社交媒体是潜能尚未开发的重要工具，能

够用来增强社区（包括企业）对减灾和适应气候变化

的意识。

c. 通过政策激励、指导方针、检查单和推出“惯常

作法”，推动进行积极的具有前瞻性的业务连续性

规划。

巩固利益相关群体的磋商会

许多利益相关者表示 HFA2 应当通过为地方社区提供

财政支持的方式来解决跨境挑战，减少社会不平等和

贫困问题。

部分机构号召在 2015 年前增加国家平台的数量。这些

平台应当能够使适应性问题成为主流问题，从而将

私营部门纳入到减灾工作中来。针对国家平台的同

行互审流程将是一个有效的工具。灾害重建机构特

别需要解决社区和妇女的问题。相关指标应当由各

个社区监测。

私营部门需要灵活地进行投入；一个有利的环境会比

监管方式更具有回报效果。鼓励各国加强跨地区构建

网络和采用最佳做法。需要通过引入私营机构和其他

非传统的发展主体来转变风险管理机制。在继续关注

社区的同时，以上这些需求都需要得到满足。

科学技术需要更多地以需求为导向，融入社会科学，

在诸如研究、教育和培训等各个层面设计出一个跨部

门的解决方法。科学技术在数据收集方面应当发挥更

大的作用。考虑不开展减灾工作的补救机制。

需要关注被低估的小规模经常性灾害，需要考虑从法

律责任和法规方面对减灾工作进行说明。

针对 HFA2 的建议：

- 需要有监督机制、目标。

- 把弱势群体包括进来。

-  针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具体目标；针对残疾人、老

人、妇女和儿童的具体目标。残疾人对资源的可达

性。

- 将气候变化与减灾联系起来。

-  通过提供财政资源将权力下放到社区。

-  将减灾作为国家法律规定的一项义务，以确保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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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第 9 届科学委员会会议

-  残疾人和减灾

-  拯救儿童-预备会议

-  阐述基层合作关系：打造社区抗灾能力

-  改进的政府地震风险管理

-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SAARC 灾害管理中心
（SDMC）预备会议

-  科学技术平台/网络：成果和未来目标

-  东盟磋商会

-  减灾之私营部门合作：年会

-  “建设更安全的世界”：流行病预防从业医师网络

-  减灾信息和知识管理

-  减灾的有效、规范框架

- 2015 后发展议程中的减灾

-  政府指南的发布：针对青少年的抗灾能力行动

-   适应与减灾：找到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连贯方法 
（挪威）

-  加勒比灾害应急管理署（CDEMA）（加勒比）磋商会

议
-  同行互审的权力-政府眼中的 HFA 执行

-  减灾的葡语系平台

-   灾难频繁国家在预防和准备系统中的作用（德国、
波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关于构建城市抗灾能力计划的多利益相关者对话 
（联合国人居署）

-  关于风险转移机制的岛对岛对话（印度洋委员会）

-  安第斯灾害预防和应对委员会（CAPRADE）（安第 
    斯山脉地区）磋商会

-  商务连续性与危机模拟

-  应急与健康灾害风险管理的主题平台（世界卫生组织）

-  亚洲地区平台责任人磋商会

-  中美洲灾难预防中心（CEPREDENAC）（中美洲） 
    磋商会

-  催化器：灾害风险的减少和适应能力发展

-   关于雅温德行动计划的中非圆桌会议（中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ECCAS）、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
室（OCHA）、ROWCA/EPS）

-  转危为机-主流生态系统的管理、减灾和适应气候变化

- 亚太地区简报

- 阿拉伯地区磋商会

- 减灾欧洲论坛（EFDRR）

- 美洲地区地区磋商会

- 与非洲代表团进行的区域磋商会

磋商与预备会议

地区会议

地区性会议、磋商会和预备会如下所列，并按下列地址在全球平台网址进行了总结：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consultation

http://www.preventionweb.net/globalplatform/2013/programme/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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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兵库行动框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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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年前召开的全球平台第三次会议上，代表多个地区

和各种规模企业的私营部门成员，在联合国减灾署的支

持下，联合起来组成私营部门咨询小组（PSAG）。私

营部门咨询小组的目标是发挥以行动为导向的催化作

用，呼吁私营部门参与并配合减灾和抗灾能力建设。

上次会议提出了一项“私营部门防灾、抗灾和减灾承

诺声明”（简称“声明”）。根据这项声明，私营部

门承认《兵库行动框架》的有效性，并正式接受防

灾、抗灾和减灾三项承诺。

该声明还包括了一项具有五要素的自发行动号召，该

五要素的主要内容如下：

1.  促进并发展私营部门伙伴关系。

2.  利用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和优势。

3.  促进相互交流和数据传播。

4.  支持国家和地方风险评估。

5.  为制定并强化国家和地方各项法律、法规、政策和

计划提供支持。

迄今，已有 40 个签署国对该声明做出承诺，从而形成

私营部门伙伴关系（PSP），这是一个日益扩大、注

重行动的论坛。

在过去的两年里，私营部门成员参与了各种活动，包

括以下内容：

-  通过参加诸如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里约+20 峰会、第

五届亚洲部长级减灾会议以及非洲地区减灾平台等

各种地区和国家会议、论坛来促进交流和提高抗灾

建设意识。

-  在防灾和抗灾投资领域与公共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并

进行合作对话。

-  开发实物和资金援助性质的支持和赞助资源。例

如，为组织这次全球平台会议提供赞助、援助全球

评估报告和“构建城市抗灾力”运动。

结果，在此次全球平台第四次会议上，私营部门在会

议进程中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参与和任务，并得到了联

合国的肯定，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作为回报，私营部门通过该声明重申在未来几年对减

灾和抗灾能力建设的承诺。

特别是以下几点：

-  建设性地为注重执行效果的 2015 年后减灾框架/HFA2 
做出贡献。

-  将以行动为导向：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

- 扩大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成员的数量并扩大参与力度。

-  在使抗灾投资成为主流方面，促进与公共部门的伙

伴关系和对话。

-  扩大对灾害风险的认识、评估和衡量。

-  整理并宣传企业在抵抗自然灾害方面的最佳做法。

-  提高意识，并加强对自然灾害以及减灾、管理和分

担方式的了解。

-  提倡将抗灾能力作为取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种

方法。

欢迎所有愿为实现以上目标做出承诺的私营部门企

业、贸易组织或国有企业加入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平台。

对建设抗灾能力的需求比以往更强烈。除社会责任和

营造友好关系以外，私营部门还会分担大量的灾害损

失并在恢复方面有重大利益，这一点已有强有力的商

业案例为证。例如，全球评估报告中强调了新西兰配

电公司 Orion，在抗震加固方面投资 600 万美元，因

而在克赖斯特彻奇地震中挽回了 6500 万美元的潜在

损失。

如果不稳定再加上没有职能上的连续性，私营部门投

资据以依赖的安全、繁荣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就会面临

危险。同样地，遭受灾害的公众是我们的员工、我们

的客户、我们的供应商。有谁不会位列其中呢？

我们私营部门希望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地区组织和民间

团体进行真诚对话，推进减灾议程。现在需要将全球和

国家框架及平台落实到地方的具体实施和行动上。

今天的私营部门致力于为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具抗灾

力的未来发挥影响作用，造福各国人民。

附件 2：私营部门的正式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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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 19 个平台和网络介绍了他们在过去几年里取得的

成就以及未来支持 HFA2 的计划和观点。这一首次收集

和交流信息受到所有参与者的高度赞赏。联合国减灾署

科学技术咨询小组（STAG）评估了这些网络和平台所取

得的成就，相关成就涉及减灾的众多方面：某些网络和

平台关注科学和技术，另一些则关注教育和培训，还有

一些关注具体工作的实施和抗灾意识的提高。

按照科学技术咨询小组为 2013 年全球减灾平台准备的、

聚焦“科学：有效、实用和可利用”的报告，所有

的陈述和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即科学和技术平台都已

证明科学在灾害风险管理上有效、实用、可利用。但

是，也有意见反映有效的研究成果未得到充分利用。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应鼓励使用者明确清楚地表达

出他们的需求，从而使研究可以变得更加以需求为

导向。经讨论一直认为，科学和技术平台可以为减

灾进程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应加以鼓励以继续发

挥期作用。

就未来如何促进合作与协调、如何取得更大的协同效

应方面，应制定一些机制和标准。参与者表达了对未

来聚会的强烈意愿和需求。参与者同时也表达了他们

对以下问题的关注和承诺：

-  科学应进一步发展强化多部门和多学科方法，特别

应包括社会科学和解决所有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

问题的方法。

-  同时，还强调了知识与数据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应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改善知识和数据的收集、获取

和分享。

根据评估会议，该会议的组织者将通过更详细的问

卷调查来评估跟踪所有的平台和网络。科学技术咨

询小组将会评估这些问卷调查，与所有平台和网络

的成员一起分享评估结果，并为加强未来的合作提

出一些建议。

附件 3：科学和技术平台的成就及未
来目标



该会议旨在促进各地区各城市之间、所有与会市长和

联合国领导层之间，就地方政府如何在制定 HFA2 以
及更广范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各种全球讨论中更加

坚定地表现自己而畅所欲言。

与会市长们着重讨论了以下几点：

 1.  地方政府是如何影响 2015 年后减灾体系结构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框架，以及如何赋予地方政府实施这

些框架所界定目标的权利。

 2.  联合国如何通过这些框架和诸如“构建城市抗灾

力”运动等其他举措来传递地方政府的各种需

求，以及如何保证授权保护地方社区的命令能够

体现在国家发展和减灾的计划、政策及投资上。

联合国副秘书长认识到，地方政府由于可以近距离了

解社区的“实际情况”，所以在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是处于城镇化这一国

际重要趋势中心地带的“执行者”。已有超过 50% 的
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对城市造成的压力会继续

增加。副秘书长还认识到需要通过参与诸如“构建城

市抗灾力”运动的网络来填补全球和地方层面之间的

差距。

这样的活动正在创造巨大的动力，超过 1400 个地方政

府（截止到 2013 年 5 月）使用该网络来支持战略规划

和组织活动，从而减少灾害并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

副秘书长进一步建议应该奖励那些在灾害爆发之前就

已经将灾害成功消除在萌芽状态的市长们。

建立各项卓越标准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地方政府部门

及其所在社区和政府应当共同拥有的东西。各地方政

府必须确定他们的共同利益，并让这些利益得到社会

的认可，从而解决包括对基础设施资助在内的快速城

镇化所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各级政府必须了解气候变化的长期影响，这些影响会

加剧目前和未来与城镇化有关的挑战。

在工作上透明、协作就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涉

及：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各种组织；各级政府；各种利

益攸关群体，特别是代表最弱势、最贫穷的社区以及

致力于促进平等、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社会和经济品质

的利益攸关群体。

如果没有这些生活必需条件，例如获得干净的水、卫

生设备以及就业（特别是对于年轻人），将会对整个

政府造成压力。我们需要一系列强大可靠的机构以及

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这样，减灾工作就可以

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附件 4：市长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
长扬·埃利亚松（Jan Eliasson）有
关“构建城市抗灾力”运动的会议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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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缩略词 

列表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BMZ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门

CAPRADE Comité Andino para la Prevencion y  
   Atencion de Desastres（安第斯灾害预

防和应对委员会）

CCA  适应气候变化
CDEMA  加勒比灾害应急管理署

CEPREDENAC Centro de Coordinacion para la   
   Prevencion de los Desastres Naturales  

en America Central（中美洲灾难预防
中心）

CSO  民间社会组织

DKKV  德国减轻灾害委员会

DRM 灾难风险管理

DRR  减轻灾害风险

ECCAS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U 欧盟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GAR  全球评估报告

GFCS 全球气候服务框架

GFDRR 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机制

HFA  兵库行动框架

IASC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DA 国际残疾人联盟

IFRC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IGO 政府间组织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NTOSAI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IPU  各国议会联盟

IRDR 灾害风险综合研究国际会议

ISDR  国际减灾联盟

JICA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MDG 千年发展目标

NGO 非政府组织

NCDR  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

OCHA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HRLLS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

PDNA 灾后需求评估

PEDRR  环境和减少灾害风险伙伴关系

SAARC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EERISK  多瑙河区域的联合灾害管理、风险评估
和抗灾准备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UNDAF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

UNDP 联合国开发规划署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SDR   联合国减灾署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WSPA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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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黑塞哥维那多民族国家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海地
梵蒂冈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大韩民国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摩尔多瓦共和国
蒙古
黑山

附件 6：参与国、地区、实体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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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纽埃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圣卢西亚
萨摩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南非
南苏丹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泰国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干达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爱尔兰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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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政府间组织
非洲气象应用促进发展中心（African Centre of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 for Development）
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
安第斯议会（Andean Parliament）
应用地球学与科技局，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Applied Geo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加勒比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Caribbean States）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加勒比灾难应急管理机构（Caribbean Disaster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中美洲自然灾害预防协调中心（Centro de Coordinación para la 
Prevención de los Desastres Naturales en América Central）
英联邦秘书处（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
库姆城灾害管理部门（Disaster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Qom City）
东南欧防灾与备灾计划（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eparedness 
Initiative for South Eastern Europe）
东非共同体秘书处（East African Community Secretariat）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欧洲-拉丁美洲议会大会（EuroLatin American Parliamentary 
Assembly）
欧洲-拉丁美洲议会大会（EUROLAT）
欧洲和地中海重大危险源的协议（European and Mediterranean 
Major Hazards Agreement）
欧洲审计院（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欧盟（European Union）
IGAD 气候预测与应用中心（IGAD Climate Prediction and Application 
Centre）
印度洋委员会（Indian Ocean Commission）
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政府间发展组织（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国际灾害风险防范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nternational Comm on Risk Preparedness）
拉丁美洲议会（Parlatino）
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
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资源测绘促进发展区域中心（Regional Centre for Mapping of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灾难管理中心（SAARC Disaster Management 
Centre）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伊斯兰国家统计、经济和社会研究及训练中心（Statis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for Islamic 
Countries）

联合国与国际组织
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技术合作与发展机构（Agency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亚洲防灾中心（Asian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er）
亚洲减灾中心（Asian Disaster Reduction Centre）
CANEUS
欧洲太空总署（European Space Agency）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肯尼亚、瑞士（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Headquarters, Kenya, Switzerland）
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Improved Nutrition）
全球气候变化联盟（GCCA）- 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及太平洋地区
（ACP）学术交流计划 - 气候支持机制
减灾与恢复的全球性机构（Global Facilit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covery）

十五国集团（Group of Fifteen）
Grupo Consultivo De Parlamentarios Pro-rrd Lac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保护和恢复文化遗产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sation）
国际医科学生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s）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总部、美国、亚美尼亚、奥地
利、孟加拉国、加拿大、中非、巴西、哥伦比亚、丹麦、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洪都拉斯、格鲁吉亚、德国、英国、伊拉克、
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共和国、墨西哥、缅甸、尼泊
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巴勒斯兰、菲律宾、瑞典、坦桑尼
亚、泰国、乌干达、津巴布韦、气候中心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国际海洋研究所（International Ocean Institute）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国际雇员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Employers）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厄尔尼诺现象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on El Niño）
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Nature）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ONU/ECE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日内瓦的常驻代表团（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in Geneva）
全面核禁试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Preparatory Commiss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 UN Univ, the - Inst for 
Environ and Human Security）
联合国人居署和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UN-HABITAT Liason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Offic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项目（UNEP Finance Initiativ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冲突与灾害后管理部门（UNEP Post-Conflict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Branch）
设于仁川的联合国减灾署东北亚地区办事处暨全球减灾教育与培训
研究院（UNISDR Office for Northeast Asia and Glob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t Incheon）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东及北非区域办事处（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al Office）
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总部、泰
国、巴西、古巴、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拿马、区域办事处-东非
和南非、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英国、西非和中非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联合国公共信息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8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总部、阿尔及利亚、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及东加勒比海
国家组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布拉迪斯拉发区域中心、危机
预防和复兴局（Bureau for Crisis Prevention and Recovery）、科摩
罗、古巴、吉布提、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约旦、肯尼亚、吉尔
吉斯斯坦、黎巴嫩、毛里塔尼亚、尼日尔、菲律宾、卢旺达、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瑞士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亚太地区、欧洲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总部、瑞士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总部、俄塞俄比亚、欧洲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DEWA/GRID-Europ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联合国人居署（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总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办事处、瑞士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信息服务（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Information Service）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Outer Space 
Affairs）
联合国项目事务厅（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Project Services）：
总部、南苏丹、瑞士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总部、日内瓦办事处、哈萨
克斯坦、西非和中非区域办事处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
表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and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联合国业务卫星应用方案（United Nations Operational Satellite 
Applications Programme）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联合国秘书处 - 业务连续性管理股（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 
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Unit）
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tanding Committee on 
Nutrition）
联合国系统流感协调项目（United Nations System Influenza 
Coordination）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联合国义工计划组织（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
世界银行（World Bank）：总部、开罗办事处、日内瓦办事处
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总部、日内瓦办事处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总部、
巴基斯坦、欧洲区域办事处、卫生发展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神户中心
（Centre for Health Development-WHO Kobe Centre）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总部、哥斯达黎加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786 残疾人关爱组织（786 Disability Awareness Organization）
反饥饿行动 - 西班牙（Acción contra el Hambre - Spain）
教会行动（ACT Alliance）
技术合作与发展机构 （ACTED）
反饥饿国际行动（Action Against Hunger International）
反饥饿行动 - 法国（Action Contre La Faim - France）
援助救护行动（Action Secours Ambulance）
国际行动援助（ActionAid, International），阿富汗、孟加拉国
博爱农村计划（Agape Rural Program）
技术合作与发展机构（Agency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联盟发展信托基金（Alliance Development Trust）
安妮·雷慈善信托基金（Anne Ray Charitable Trust）
阿拉伯环境与发展网络（Arab Network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rbeiter-Samariter-Bund Deutschland e.V.
地区减灾工作组织（Area Disaster Mitigation Efforts）
亚太灾害管理联盟（Asia Pacific Alliance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亚洲减灾救灾网（Asian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sponse Network）
Asociación Chilena Pro Naciones Unidas
Asociacion de Organismos No
Gubernamentales, ASONOG
Asociación Nacional de Bomberos Municipales
departamentales de Guatemala
Asociación Territorios Solidarios Chile
能力评估项目（Assessment Capacities Project）
Association de Formation et d’Appui auDéveloppement
风险与危机沟通协会（Association of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领土团结协会（Association Territoires Solidaires）
Ayuntamiento sabana de la mar
孟加拉国防灾中心（Bangladesh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er）
施世面包组织（Bread for all）(Brot für alle)
企业创新研究发展（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Development）
加拿大反饥饿基金会（Canadian Hunger Foundation）
CARE、荷兰、尼泊尔、美国
国际明爱会（Caritas）、亚美尼亚、印度尼西亚
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会（Catholic Agency for Overseas 
Development）
天主教救济和发展援助组织（Catholic Organization for Relief and 
Development Aid）
天主教救济会（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瑞士道德重整基金会（CAUX- Initiatives of Change）
CBM, 欧盟联络办公室、泰国
妇女、残疾人和儿童支持中心（Center of Advocacy for Wome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Children）
Centre Européen de Prévention du Risque d’Inondation
残疾人发展中心（Centre for Disability in Development）
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ro al Servicio de la Acciòn Popular, Red
Global de ONG para la RRD
Centro de Desarrollo Sostenible
家扶国际联盟（Childfund International）
基督徒互援会（Christian Aid）
基督教世界救济会（Church World Service）：日本、泰国
减轻灾害风险民间团体
联盟（Civil Society Coalition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Comité de Emergencia Garifuna
关爱世界组织（Concern Worldwide）
Consorcio para el Desarrollo Sostenible de la Ecorregión Andina
Cooperazione Internazionale
基石基金会（Cornerston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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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基金会（Crossroads Foundation）
丹麦难民委员会（Danish Refugee Council）
DARA - 西班牙（DARA - Spain）
发展门户（Development Gateway）
灾难管理中心-Dompet Dhuafa（Disaster Management Center - 
Dompet Dhuafa）
地球扫盲计划（Earth Literacy Program）
大城市防震倡议（EMI）
基督教生态组织（Ecological Christian Organisation）
以马内利医院协会（Emmanuel Hospital Association）
爱沙尼亚公民社会（Estonia Civil Society）
Estrategia
欧洲火山协会（European Volcanological Society）
芬兰教会援助（Finn Church Aid）
关注人道主义援助（Focu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阿富
汗、印度、国际协调委员会秘书处（Inter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ecretariat）、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
国际饥援会（Food for the Hungry）
法国全国民防最高委员会（French High Committee for Civil 
Defence）
危地马拉基金会（Fundación Guatemala）
Fundación Social Equipo Metodista de Ayuda
Humanitaria
Gana Unnayan Kendra
政府间地球观测组织秘书处（GEO Secretariat）
地理专业知识协会（GeoExpertise）
国际自然灾害防制组织（GeoHazards International）
岩土技术、环境评估和减少灾害风险组织（Geo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德国减灾委员会（German Committee for Disaster Reduction）
德国观察（Germanwatch）
全球气候论坛（Global Climate Forum）
英国携手全球（Global Hand, UK）
全球风险论坛（Global Risk Forum）
国际好邻居组织（Good Neighbors International）
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科特迪瓦
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 International）
国际助残组织（Handicap International）
巴基斯坦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of Pakistan）
怀柔委员会（Huairou Commission）
人权之家基金会（Human Rights House Foundation）
印度尼西亚人道主义论坛（Humanitarian Forum Indonesia）
IC志愿者协会（ICVolunteers）
IMPACT Initiatives
南美洲印第安人理事会（Indian Council of South America）
美国国际志工行动协会（InterAction）
西班牙乐施会（Intermón Oxfam - Spain）
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国际抗震能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Seismic Retrofitting）
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国际风险防范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Risk 
Preparedness）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韩国国家委员会（Korea National Committee）
国际残障联盟秘书处（International Disability Alliance Secretariat）
国际医院联盟（International Hospital Federation）
国际永续发展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国际医疗队（International Medical Corps）
失踪人员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Missing People Group）
国际集雨联盟（International Rainwater Harvesting Alliance）
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ers）
国际隧道与地下空间协会（International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Association）
伊朗建设工程组织（Irania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
呼罗珊省（Khorasan Razavi Province）
J/P海地救援组织（J/P Haitian Relief Organization）
日本非政府组织国际合作中心（Japan NG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aringan Rakyat Berdaya dan Siaga Indonesia
Kalvi Kendra
Krisoker Sor (Farmers’ Voice)
地方治理网络（Local Governance Network）
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大洋洲（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 - Oceania）
世界信义宗联会（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Mahila Partnership
马蒂沙国际组织（Malteser International），总部，越南
空中医疗协助（Medair）
世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du Monde/Doctors of the World）
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美慈组织（Mercy Corps）
Mesa Permanente para la Gestión del Riesgo El Salvador/ Fundación 
Salvadoreña para la Promoción Social y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母亲恩赐项目（Mothers Legacy Project）
慕尼黑再保险基金会（Munich Re Foundation）
国家农村发展项目（Na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
国家地震技术协会-尼泊尔（National Society for Earthquake 
Technology - Nepal）
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
尼日利亚城市规划师研究所（Nigerian Institute of Town Planners）
国际无线牵（No Strings International）
挪威难民委员会（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橡树基金会（Oak Foundation）
Observatorio Sismológico del Suroccidente
乐施会（Oxfam）：美国、澳大利亚、英国、
Solidarité, International Secrétariat
太平洋残疾人论坛（Pacific Disability Forum）
国际伙伴援助组织（Partner Aid International, e.V.）
Pattan 发展组织（Pattan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和平之船（Peace Boat）
国际计划组织（Plan International）：柬埔寨、菲律宾
消除贫穷协会（Poverty Eradication Society）
实际行动慈善组织（Practical Action）
ProAct 网络（ProAct Netwrok）
国际公共服务工会联会（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孟加拉国 RDRS（RDRS Bangladesh）
国际难民组织（Refugees International）
RET, 通过教育获得保护（RET, Protecting through Education）
农村发展中心（Rural Uplift Centre）
Sadhana 福利协会（Sadhana Welfare Association）
国际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International）：丹麦、芬兰、
日本、莫桑比克、挪威、瑞典、英国、美利坚合众国
柬埔寨拯救地球组织（Save the Earth Cambodia）
Serviço Nacional de Capelania Pós-Desastre
Shalom International
Shapla Borokhata Union Federation
庇护中心（Shelter Centre）
Sociedad Amigos del Viento
Solidarites International - Pakistan
Soluciones Prácticas - Oficina Regional para
拉美
特殊人才交流计划（Special Talent Exchange Program）
农村可持续增长和发展计划（Sustainable Rur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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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发展与合作组织（Swis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瑞士非政府组织减轻灾害风险平台（Swiss NGO DRR Platform）
泪水基金（Tearfund）
地球社（Terre des Hommes）
汤姆森路透基金会（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AlertNet
Trócaire
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联合宗教行动组织（United Religions Initiative）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基金（United States Fund for UNICEF）
UrbaMonde
水务法律数据库（WaterLex）
湿地国际（Wetlands International)
难民妇女委员会（Women’s Refugee Commission）
世界行星监测与减缓地震危险
组织（World Agency of Planetary Monitoring and Earthquake Risk 
Reduction）
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Engineering Organizations）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orld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Y Care International
YAKKUM Emergency Unit member of ACT Alliance
Yang’at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Yuki Village Council of Building Towa Home Village
Zoï 环境网络（Zoï Environment Network）

学术与科研机构
非洲灾害研究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Disaster Studies）
安纳贾赫国立大学，地球科学与地震工程研究中心（An-Najah 
National University, Earth Sciences and Seismic Engineering Center）
阿拉伯干旱地区与干旱土地研究中心（Arab Center for the Studies of 
Arid Zones and Dry Lands）
阿迪大学（Ardhi University）
支援技术开发机构（Assistiv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巴赫• 达尔大学，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灾害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系
（Bahir Dar University,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伯恩茅斯大学灾害管理中心（伯恩茅斯大学灾害管理中心）
孟加拉达卡大学（BRAC University）
英国地质调查局（British Geological Survey）
洛桑商学院（Business School Lausanne）
加勒比气象和水文研究所（Caribbean Institute for Meteorology and 
Hydrology）
灾害风险管理与发展研究中心，艾哈迈杜·贝罗大学（Center for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Develoment Studie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减少灾害风险中心（Center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Center for Earth 
Observation and Digital Eart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灾后重建可持续社区中心（Center for Rebuildi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fter Disasters）
难民和灾害响应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
（Center for Refugee and Disaster Response,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可持续发展中心，中央研究院，台北（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 
Center, Academia Sinica, Taipei）
地质灾害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 des risques géologiques）
灾害风险管理和发展研究中心，联邦理工大学，明纳（Centre 
for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Feder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inna）
自然灾害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Natural Disaster Science）
Centro de Apoio Científico em Desastres,
巴拉那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o Paraná）

工程数值方法国际研究中心（Centro Internacional de Métodos 
Numéricos en Ingenieria）
国际环境检测中心（Centro Internazionale in Monitoraggio Ambientale）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加拉加斯灾害管理学院（Colegio de Administradores de Desastre Caracas）
CCOUC 灾害与人道救援研究所（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Oxford 
University and CUHK for Disaster and Medical Humanitarian Response）
全球水中心，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Water Center, Columbia University）
捷克水文气象局（Czech Hydro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捷克全球变化研究中心（CzechGlobe - Global Change Research Centre）
大卫·甘乃迪国际研究中心（David M.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发展计划（Development Initiatives）
灾害和发展在线中心（Disaster and Development Centre Online）
灾害和发展中心，诺森比亚大学（Disaster and Development Centre, 
Northumbria University）
灾难风险管理中心（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Centre）
德班理工大学（Durb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洛桑联邦高等工业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能源与资源学会（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Facultad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Sociales）
费恩斯坦国际中心（Feinstein International Center）
斐济国立大学（Fiji National University）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埃尼恩里科·马特艾基金会（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
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弗劳恩霍夫布鲁塞尔
可持续发展网络和文化遗产（Fraunhofer Gesellschaft / Fraunhofer 
Brussels /Sustainability Network and Cultural Heritage）
委內瑞拉地震研究基金會（Funvisis）
日内瓦人道主义行动教育和研究中心（Geneva Centre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Humanitarian Action）
丹麦格陵兰地质调查局（Geological survey of Denmark and Greenland）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京都大学
研究生院地球环境学科（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格里菲斯大学，澳大利亚（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夏威夷太平洋大学（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德国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Helmholtz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GmbH - UFZ, 城市与环境社会学系（GmbH - UFZ,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人道主义未来计划（Humanitarian Futures Programme）
Inova 卫生系统（Inova Health System）
蒙彼利埃国家农艺学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de Montpellier）
中国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Institute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Reconstruction, Sichuan University -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ina）
环境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农业资源和区域规划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 USA）
社会保障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etal Security）
洪都拉斯地球科學研究所（Instituto Hondureño de Ciencias de la Tierra）
灾害风险的综合研究（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
工程数值方法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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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球建构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arth Construction）
国际水灾风险管理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Water Hazard and 
Risk Management）
IQS - 拉蒙·尤依大学（IQS - Universitat Ramón Llull）
灾害研究联合中心，GNS
科学/梅西大学（Joint Centre for Disaster Research, GNS Science/
Massey University）
哈瓦兰高等教育学院（Khavar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
神户大学（Kobe University）
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
九州大学（Kyushu University）
林肯大学（Lincoln Uniersity）
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
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
马尼拉天文台（the Manila Observatory）
中东技术大学（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宫城教育大学（Miyag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莫伊大学（Moi University）
穆隆古稀大学灾害管理培训中心（Mulungushi University, Disaster 
Management Training Centre）
中国国家科学院全国市长研修学院（National Academies,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Mayors of China）
坎特伯雷大学
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of Japan）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荷兰应用科学研究院（Netherlands Org for Applied Scientific Res）
挪威岩土力学研究所（Norwegian Geotechnical Institute）
英国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
厄勒布鲁大学（Örebro University）
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
Periperi U Consortium - Ghana
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
减灾区域研究中心（Regional Centr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s UK）
立命馆大学（Ritsumeikan University）
山东大学（Shandong University）
上海政法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上海师范大学（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东南亚防灾研究所（Southeast Asia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瑞典国防学院自然灾害研究中心（Swedish National Defence 
College, Centre for Natural Disaster Studies）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日本东北大学（Tohoku University）
同济大学（Tongji University）
塞维利亚大学（Universidad de Sevilla）
哥伦比亚国家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lombia）
Universidad nacional experimental de la fuerza armada
西班牙塞维利亚巴布罗·德奥拉维戴大学（Universidad Pablo de 
Olavide, Sevilla, España）
智利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dad Santo Tomas）
波尔图大学（Universidade do Porto）
莫桑比克技术大学（Universidade Técnica de Moçambique）
乌迪内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Udine）
Université d’Antananarivo, Diplôme de Master en Gestion des 
Risques et des Catastrophes
日内瓦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Université de Genève, Institut des 
Sciences de l’Environnement）

纳沙泰尔大学地理研究所（Université de Neuchâtel, Institut de 
Géographie）
萨瓦大学（Université de Savoie）
圣路易斯嘎斯顿波哥大学（Universite Gaston Berger）
巴黎大学全球风险和危机管理（Université de Paris, Gestion Globale 
des Risques et des Crises）
巴黎马恩-拉瓦莱大学（Universite Paris-Est Marne-la-Vallee）
灾害研究中心大学 （University Center for Studies and Research on 
Disaster）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
坎特伯雷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智利大学（University of Chile）
吉布提大学（University of Djibouti）  
东国大学（University of Dongguk）
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
加纳大学（University of Ghana）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
夏威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University of Hawaii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洛桑大学（University of Lausanne）
迈杜古里大学（University of Maiduguri）
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
莫勒图沃大学（University of Moratuwa）
维也纳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Univers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fe Sciences - Vienna）
奥兰大学（University of Oran）
索尔福德大学抗灾中心（University of Salford, Centre for Disaster 
Resilience）
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of Guatemala）
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德黑兰大学（University of Tehran）
日本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维尔茨堡大学地理和地质研究院（University of Wuerzbur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自然灾害科学研究中心（Uppsala University 
Centre for Natural Disaster Science）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
维拉威尔哈大学（Vila Velha University）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U University Amsterdam）
瓦赫宁根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 Reaearch）
Xarokopeion
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
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私营部门
Achmea
艾奕康（AECOM）
Altamira Information
Approche Innovante
阿里克航空公司（Arik Airlines Ltd）
Asea Brown Boveri Ltd
Association for Channeling Bioknowledge
安盛集团（AXA Group）
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生物经济研究协会(bioera)
BJD Reinsurance Consulting, LLC
融合资本集团（the Blended Capital Group）
BW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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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for Peace
花旗（Citi）
花旗银行（Citibank N.A.）
COSMOTE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A.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
CTI Engineering Co., Ltd.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 Touche LLP）
德勤（Deloitte SA）
挪威船级社（Det Norske Veritas）
日本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Disaster Resilience, L.L.C.
杜邦（Dupont）
爱思唯尔有限责任公司（Elsevier Limited）
环境监测系统咨询公司（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Consultant）
Enviroplus+ Associates Limited
EQECAT Sarl
Espace Pur
Esri, Esri Suisse SA
Euroconsult International
罗氏有限责任公司（F. Hoffmann-La Roche Ltd.）
FeBAF- Italian Banking, Insurance and Finance Federation
Folder
Freelance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
Gens de rivières
GITEC Consult GmbH
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 Smith Kline）
Gratax
Hindustan Construction Co. Ltd
IMC Worldwide Ltd
Indus Motor Company Limited
日本创新网络公司（Innovation Network Corporation of Japan）
欧洲保险（Insurance Europe）
Keyfiat Sazan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 Bankengruppe）
Kindunos
Knowledge Agency Europe AB
国际航业株式会社（Kokusai Kogyo Co, Ltd）
毕马威（KPMG）
澳大利亚联盛集团（Lend Lease）
LM Risk Management
英国梅普尔克罗夫特公司（Maplecroft）
达信英国（Marsh）
玛莎集团（MASA Group）
Mena Strategies
摩托罗拉系统公司（Motorola Solutions）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insurance Company）
雀巢（Nestlé）
Perspectives Climate Change
Precorp Ltda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瑞士、英国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TP）
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公司（Risk Management Solutions）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Scitek s.a.r.l.
Seeconsult GmBH
SETEC Engineering
Signalert Sarl
Silkroad Consulting
SkyLife
SM Prime Holdings, Inc.
Soluzion Systems
瑞士南极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South Pole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Ltd.）
Spadia-Copernicus
SRG Consulting Inc.
嘉图安程咨询有限公司（Sure House Consulting Ltd.）
Sustainability Pty Ltd
瑞士学院（Swiss Institute）
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瑞士电信协会（Swiss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日本财团（The Nippon Foundation）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Tokio Marine & Nichido FIre 
Insurance Co./Ltd.）
UMVOTO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
Urbisup Consulting, S.L.
天气风险管理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韦莱集团（Willis Group Holdings plc）
Winjit Technologies
苏黎世保险公司（Zurich Insurance Company）

新闻媒体
法国新闻社（AFP）
半岛卫星网络集团（Al Jazeera Satellite Network）
ANSA
AP
ARD
英国广播公司（BBC）
彭博新闻社
《危机反应学报》（Crisis Response Journal）
《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
EFE
Estado
《秘鲁商报》（El Comercio）
Grupo Cerca - Mercados & Tendencias
Magazine
Humanitarian Productions S.C.
IHT
Inquirer.net, 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Intergovermental Tv&rv Company Mir
IPS
IRIN
《雅加达邮报》（the Jakarta Post）
《约旦时报》（the Jordan Times）
肯尼亚广播公司（Keny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Le Temps
Los Tiempos
中东通讯社（中东通讯社）
Media 21
缅甸时报（Myanmar Times）；
缅甸统一媒体有限公司（Myanmar Consolidated Media Co. Ltd）
《尼日利亚指南针报》，指南针媒体（Nigerian Compass 
Newspaper, Compass Media）
NZZ
PACNEWS
Performing Artistes
Reuters
Rockhopper TV
Romandie.com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Sociedade do Noticias, Jornal Doming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Televisora Nacional S.A
泰国公共电视（Thai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印度时报集团（the Times of India Group ）
Venezolana de Televisión
Xinhua

网络及其他
德荷第一军团（军事组织）（1st German-Netherlands Corps）
亚洲地区城市风险减轻工作组Asia Regional Task Force on Urban 
Risk Reduction）
Briac sàrl
加强减灾能力举措（Capacit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Initiative）
里海环境信息中心（Caspian Sea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enter）
CEDRALIS
非洲环境与发展知识网络（Climate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 -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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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环境与发展知识网络（Climate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 - Asia）
气候智慧（ClimateWise）
球学校安全灾害预防教育联盟（Coalition for Global School Safet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沿海地区减灾组织（Coastal Area Disaster Mitigation Efforts）
南加州促进社区抗灾联盟（Community Resilience Alliance of 
Southern California）
聋哑人艺术社区（Deaf Art Community）
土著志愿协会发展网（DENIVA）
Duryog Nivaran
Enriesgo
Fundepro
性别与灾害网络（the Gender and Disaster Network）
Geospati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Pvt Ltd
Germ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Committee
on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全球地震模型（Global Earthquake Model）
减灾民间社会组织的全球网络（Global Network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for Disaster Reduction）
姐妹协作基层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Together in 
Sisterhood）
国际助老会（HelpAge International）
地方政府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
Initiative Commune de Plaidoyer sur la Réduction des Risques de 
Catastrophes à Madagascar
跨机构危境教育网络（Inter-Agency Network for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
国际保险经济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surance Economics）
国际风力工程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ind 
Engineering）
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Voluntary 
Agencies）
国际防灾复兴协力机构（International Recovery Platform）
国际建筑师协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
La Casa del Voluntario Chihuahua
Mancomunidad Cuenca Río Telica
Morier Communications
普里什蒂纳市政当局（Municipality of Pristina）
韩国国家救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Disaster Relief - 
Korea）救灾协会（Disaster Relief Association）
议员减灾顾问团（Parliamentarian Advisory Group for Disaster）
特别代表
Periperi U consortiu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uari Boumediene
Proplaneta
灾害的根本原因阐释和根本
解决方案（Radical Interpretations of Disasters and Radical 
Solutions）
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SchoolaTourRahmi
环球计划（the Sphere Project）
英国发展科学合作组织（UK Collaborative on Development 
Sciences）
UNISDR 私营部门顾问团（UNISDR Private Sector Advisory Group）
万博宣伟（Weber Shandwick）
维尔勒（Wehr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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